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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

对该 NetBackup 7.7.3 指南的更新

■

关于包括数据库数据的虚拟机备份

■

关于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 NetBackup 设备

■

NetBackup for VMware 组件

■

设备用作备份主机： 组件概述

■

介质服务器作为备份主机或发现主机

■

VMware 备份过程概述

■

NetBackup for VMware 许可证要求

■

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NetBackup for VMware 可备份和还原在 VMware ESX server 上运行的 VMware 虚
拟机。NetBackup for VMware 采用 VMware vStorage API for Data Protection。备
份过程从 ESX server 转移到了 VMware 备份主机。
NetBackup for VMware 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对虚拟机执行脱离主机备份（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在虚拟机上不是必需的）。
脱离主机备份减少了 VMware 主机上的备份处理负载。

■

可提高与标准文件顺序备份方法相当的备份速度（如果虚拟机中充满了大量的
小文件）。

介绍
对该 NetBackup 7.7.3 指南的更新

■

使用 VSS 自动创建静默快照（仅限 Windows）。如果安装了 SYMCquiesce 实
用程序，则在 Linux 上创建静默快照。

■

使用快照技术使虚拟机可完全供用户使用。

■

支持 VMware vSphere 和 vCloud Director。

■

执行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包括块级增量式备份。

■

备份整个虚拟机。

■

在虚拟机关闭的情况下进行备份。

■

可以从备份中还原所选文件。

对该 NetBackup 7.7.3 指南的更新
此版本包含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以下更改：
■

支持对单个 VMware 虚拟磁盘进行还原。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

支持在使用 VMware 智能策略时借助虚拟机对 VMware 标记关联进行备份和还
原。
请参见第 37 页的“备份和还原 VMware 标记关联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78 页的“对 VMware 标记关联的支持和使用”。

关于包括数据库数据的虚拟机备份
当 NetBackup 备份 VMware 虚拟机时，虚拟机中的数据库数据将会与虚拟机的其
余数据一起备份。NetBackup 允许从备份恢复单个数据库文件。此功能支持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SQL Server 和 SharePoint Server。
请注意以下几点：
■

要启用单个数据库文件的还原，备份期间必须在虚拟机中安装 NetBackup
Windows 客户端。

■

在创建虚拟机快照之前，NetBackup 使用 Windows 卷影复制服务 (VSS) 来静默
数据库。

■

即使策略日程表是增量式的，也会在每个备份作业中对数据库数据执行完全备
份。

请参见第 59 页的“应用程序保护选项 (VMware)”。

12

介绍
关于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 NetBackup 设备

关于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 NetBackup 设备
NetBackup 设备可备份虚拟机，而不需要单独的 Windows 系统作为备份主机。
注意：您必须使用 VMware 策略类型。
要将策略转换为 VMware 类型，可以使用 nbplupgrade 命令。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以下主题包含有关将设备用作备份主机的说明：
■

在虚拟环境中将设备用作备份主机的概述：
请参见第 16 页的“设备用作备份主机： 组件概述”。

■

配置任务：
请参见第 22 页的“VMware 任务概述”。
请参见第 23 页的“NetBackup 任务概述”。

■

要求和限制列表：
请参见第 32 页的“有关 NetBackup 设备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注意事项”。

■

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NetBackup for VMware 组件
表 1-1 介绍了 NetBackup for VMware 使用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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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组件

组件

描述

备份主机

NetBackup for VMware 使用称为“VMware 备份主机”（以前称为“VMware 备份代理服务
器”）的特殊主机。备份主机是代表虚拟机执行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备份主机必须可以
访问虚拟机的 DataStore。
备份主机是唯一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主机。VMware 虚拟机上不需要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请注意，执行还原时，备份主机称为恢复主机。
可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配置备份主机：
■

使用与单独的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连接的 NetBackup 客户端（Windows 或 Linux）。主
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可以是 Windows、UNIX 或者 Linux。

■

作为安装在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请参见“备份介质服务器”）。

■

NetBackup 客户端和主服务器及介质服务器可以全部驻留在同一台主机上（Windows 或
Linux）。
关于备份主机的受支持平台的列表，请参见下列位置中提供的“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性列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发现主机

用于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此主机通过策略查询生成器中的选择规则发现虚拟机并过滤它
们。生成的列表确定将备份哪些虚拟机。
发现主机可以位于 NetBackup 支持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任何平台上。它还可以是与备份
主机相同的主机。
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此主机：单击“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然
后单击“要执行虚拟机自动选择的 NetBackup 主机”。

备份介质服务器

可作为备份主机运行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7 页的“介质服务器作为备份主机或发现主机”。

NetBackup 客户端

安装在备份主机上。

NetBackup 主服务器 使用备份主机上安装的 NetBackup 客户端管理虚拟机备份。
NetBackup 介质服务 代表 NetBackup 客户端执行到存储的备份。
器
虚拟机

虚拟机在虚拟化硬件上提供完整的来宾操作系统。在 NetBackup 策略中，虚拟机配置为
NetBackup 客户端，即使该虚拟机上未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ESX Server

VMware ESX Server 为多个虚拟机提供了一个虚拟化硬件环境；每个虚拟机都运行独立的操作
系统。用户可以在虚拟化操作系统中运行应用程序，就好像该操作系统是安装在自己的物理计
算机上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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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描述

vCenter Server

VMware vCenter Server（或 VirtualCenter Server）协调多个 ESX Server 和工作量。它可以在
ESX Server 之间迁移虚拟机，还可以备份已关闭的虚拟机。
vCenter Server 在 NetBackup for VMware 环境中是可选的。

图 1-1 显示了本地网络中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环境。备份主机通过 ESX Server
访问 VMware DataStore。
图 1-1

NetBackup for VMware：本地网络中的组件
NetBackup 主服务器
UNIX, Linux, 或 Windows

LAN/WAN
vCenter
Server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UNIX, Linux, 或 Windows

备份主机

NetBackup Windows 或
Linux客户端.
可以与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结合
使用。

ESX
Server
VMware
DataStore

虚拟机
VM

VM

VM

VM

VM

VM

图 1-2 显示了 SAN 中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环境。备份主机直接通过 SAN 访
问 VMware 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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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VMware：SAN 中的组件

图 1-2

NetBackup 主服务器
UNIX, Linux, 或 Windows

LAN/WAN
vCenter
Server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UNIX, Linux, 或 Windows

SAN
备份主机
NetBackup Windows 或
Linux客户端.
可以与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结合
使用.

ESX
Server

VMware datastore
(必须可用于
VMware 备份主机)

虚拟机
VM

VM

VM

VM

VM

VM

设备用作备份主机： 组件概述
如图 1-3中所示，设备可以作为 VMware 备份主机运行。不需要独立的 Windows
备份主机。
作为备份主机的设备还可以运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主服务器。
使用设备作为备份主机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图 1-3

LAN / WAN
介质
服务器
存储

作为备份主机的设备
使用 NetBackup 客
户端软件来备份 VM。
客户端软件和介质服
务器在设备上运行。
主服务器也可以在
设备上运行。
说明：不需要 Windows
备份主机。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如果不在设备上）

NetBackup GUI 工作站

vCenter
server

ESX
Server
VMware
datastore

虚拟机
VM

VM

VM

VM

VM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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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环境还可以位于 SAN 上：
请参见第 16 页的图 1-2。
提供了有关设备用作备份主机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2 页的“有关 NetBackup 设备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注意事项”。

介质服务器作为备份主机或发现主机
NetBackup for VMware 使用一个称为“VMware 备份主机”的特殊主机。 备份主
机是对虚拟机执行脱离主机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 备份主机必须可以访问虚
拟机的 DataStore。 备份主机从 DataStore 读取数据，并将它通过网络发送到介质
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将数据备份到存储。
NetBackup 也使用发现主机。 对于自动选择虚拟机的策略，发现主机根据在策略查
询生成器中的规则过滤虚拟机。 发现主机返回要为备份选择的虚拟机的列表。
NetBackup 可以将介质服务器用作备份主机和发现主机。
用作备份主机或发现主机的介质服务器可以提供下列好处：
■

主机冗余： 如果一台介质服务器关闭，其他介质服务器将会接管。

■

备份速度更快： 介质服务器可从 DataStore 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直接发送到存
储设备。 如果介质服务器对存储设备没有访问权，普通备份主机必须通过局域
网将备份数据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图 1-4 显示了一组也可充当备份主机或发现主机的介质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可以发
现可供自动选择的虚拟机，而且可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并将备份数据直接发送到存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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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介质服务器

图 1-4

NetBackup 主服务器
UNIX、Linux 或 Windows

LAN/WAN
vCenter
Server

存储

ESX
Server

介质服务器
每个介质服务器都有一个
NetBackup 客户端

Vmware
DataStore

虚拟机
VM

VM

VM

VM

VM

VM

可以将备份介质服务器的灵活性与 NetBackup 的标准功能“存储单元组” 结合起
来。创建包含您的介质服务器可访问的存储单元的存储单元组。 任一介质服务器都
可以作为备份主机运行。
请注意以下要求：
■

将介质服务器配置为备份主机： 在 VMware 选项卡上，将策略的“VMware 备
份主机”字段设置为“备份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ware 备份主机”。

■

将介质服务器配置为发现主机：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将策略的“要执行虚
拟机自动选择的 NetBackup 主机”字段设置为“备份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83 页的“用于选择 VMware 虚拟机的选项”。

VMware 备份过程概述
下表介绍了 NetBackup 备份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表 1-2

NetBackup 备份过程

阶段

描述

第 1 阶段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启动备份。

第 2 阶段

VMware 备份主机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启动虚拟机上的 VMware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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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描述

第 3 阶段

Windows：VSS 同步虚拟机上的文件系统。
Linux：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可以静默受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上的文件系
统。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第 4 阶段

VMware 服务器在虚拟磁盘 DataStore 上创建快照。

第 5 阶段

NetBackup 客户端从 DataStore 读取快照，然后将数据写入 NetBackup 存
储单元。

NetBackup for VMware 许可证要求
NetBackup for VMware 要求每个 ESX Server 具有一个 Enterprise Client 许可证。
要保护应用程序或数据库，请注意：需要为承载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的每个 ESX
Server 提供附加许可证以启用相应的 NetBackup 软件包。

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表 1-3 列出了 NetBackup for VMware 中使用的术语。
有关 VMware 术语的进一步说明，请参考您的 VMware 文档。
表 1-3

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术语

定义

备份主机

备份主机是代表虚拟机执行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此主机以
前称为 VMware 备份代理服务器）。备份主机是唯一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主机。
此外，备份主机还可以配置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执行还原时，备份主机称为恢复主机。
请参见第 13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组件”。

备份介质服务器

作为备份主机运行的介质服务器。

DataStore

在 NetBackup for VMware 中，DataStore 是包含虚拟机文件的磁
盘。

DataStore 群集

可以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的一组 DataStore。VMware 存储 DRS
管理群集的存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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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发现主机

发现虚拟机，根据查询生成器中的规则对其进行过滤，并返回选定
进行备份的虚拟机列表。发现主机仅用于虚拟机自动选择。
可以是与 VMware 备份主机相同的主机。
请参见第 13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组件”。

来宾操作系统

在虚拟机上运行的操作系统。

hotadd

备份主机安装在虚拟机中时的备份或还原传输模式。

虚拟机监控程序

一个软件虚拟化层，使不同操作系统可以同时在同一物理计算机上
运行。VMware 虚拟机监控程序是运行在 ESX Server 主机上的
vSphere。

独立磁盘

无法使用快照捕获的虚拟磁盘。独立磁盘可以配置为永久的或临时
的。

注意：NetBackup for VMware 无法备份独立磁盘上的数据。尽管
备份可以成功，但是备份映像不包含独立磁盘的任何数据。如果从
备份还原磁盘，则独立磁盘将还原为原始分配大小，但不包含任何
数据。例如，Windows 交换文件可以驻留在独立磁盘中，因而不包
括在虚拟机备份中。
要备份独立磁盘上的数据，请在虚拟机上安装一个 NetBackup 客户
端。
请参见第 26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查询

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的规则组合，NetBackup 根据该组合选择要备
份的虚拟机。一个查询包括一个或多个规则。

查询生成器

用于创建过滤规则，以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查询生成器位于
NetBackup 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

查询规则

查询中的单个语句，NetBackup 根据该语句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
以下是查询规则的一个示例：Displayname Contains
"finance"

原始设备映射 (RDM)

使虚拟机可以直接访问原始物理磁盘（在光纤通道或 iSCSI 上）。
RDM 允许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对原始设备进行 pass-thru
访问。
NetBackup for VMware 无法备份 RDM 磁盘。虚拟机中必须装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请参见第 304 页的“关于 VMware 原始设备映射 (RDM)”。

恢复主机

请参见备份主机。

20

介绍
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术语

定义

传输模式

确定快照数据从 VMware Datastore 传送到备份主机的方式。
请参见第 58 页的““传输模式”选项 (VMware)”。

虚拟机

虚拟机监控程序为计算机硬件创建的执行环境。生成的虚拟化环境
使不同操作系统可同时在同一物理计算机上运行。

虚拟网络

允许在虚拟机之间交换数据的逻辑网络。虚拟网络使用虚拟交换机
(VMware vSwitch)。虚拟网络可以连接到物理网络。

vmdk 文件

在 VMware ESX Server 中，一个或多个 vmdk 文件构成了虚拟机
中的磁盘映像或虚拟驱动器。 .vmdk 文件包含虚拟机中的操作系
统、应用程序和数据。

VMware Tools

安装在每个 VMware 虚拟机中。可增强虚拟机性能并添加与备份相
关的功能。

vmx datastore

有时称为 vmx 目录或配置 DataStore。包含描述虚拟机的配置文
件，如 vmx 文件。 在虚拟机快照备份过程中，vmdk 写入内容也将
在此 DataStore 中进行缓存。请注意，VMware 并不要求单独的
vmx DataStore。

vStorage

VMware vStorage API 启用数据保护功能以更有效地利用存储容
量。NetBackup 可以使用 vStorage 备份最新的 vSphere 环境及较
早的 VMware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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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需的任务：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Mware 任务概述

■

NetBackup 任务概述

VMware 任务概述
配置 NetBackup 之前，必须先设置 VMware 组件，其中包括 ESX Server 和虚拟
机。 表 2-1 简要地介绍了这些特定于 VMware 的任务。在 VMware 文档中，提供
了这些任务的进一步帮助。
表 2-1

VMware 任务

阶段

任务

第 1 阶段

可选： 要使用 SAN 传输类型，请在光纤通道或 iSCSI 上设置 Datastore。
在此配置中，VMware 备份主机必须能够通过 SAN 访问 Datastore。

注意：NetBackup 设备不支持 iSCSI。
第 2 阶段

安装 VMware ESX Server 和虚拟机。

第 3 阶段

在计划备份的虚拟机上安装 VMware Tools。

第 4 阶段

可选：安装 vCenter（或 VirtualCenter）Server。

注意：
■

请确保硬件和 SAN 配置正确。目标虚拟机文件所在的 VMware DataStore 必须
可供 VMware 备份主机访问。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 NBD 传输类型或 NBDSSL 传输类型，则备份主机与
DataStore 之间的 SAN 连接是可选的。

必需的任务：概述
NetBackup 任务概述

■

VMware 具有特定的硬件和配置要求。VMware SAN 要求可以在相应的 VMware
SAN 配置指南中找到。

■

VMware 要求将 ESX Server 名称解析为 IP 地址。Veritas 强烈建议对 VMware
服务器使用 DNS 进行名称解析。 有关 VMware 服务器的 DNS 配置说明，请访
问以下 VMware 站点：
VMware vSphere 联机库

NetBackup 任务概述
表 2-2 列出了适用于 VMware 的 NetBackup 配置任务。其他 NetBackup 主题和指
南中也介绍了这些任务，如下所述。
表 2-2

NetBackup 任务

顺序

任务

第 1 阶段

安装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Veritas 建议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VMware 备份主机安装在同一主
机上。

第 2 阶段

在主服务器上安装 NetBackup Enterprise Client 许可证，并在 VMware 备
份主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第 3 阶段

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您的 NetBackup 配置。
请参见第 39 页的“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中”。

注意：设备上不需要此步骤： 备份主机已安装在设备上。
第 4 阶段

根据需要为 VMware vCenter、vCloud Director 和单个 ESX Server 输入
NetBackup 访问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注意：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具有对 NetBackup 具有相关凭据的 VMware
服务器的网络访问权限。
第 5 阶段

为 VMware 创建一个 NetBackup 策略。
请参见第 50 页的“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第 6 阶段

执行备份或还原。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备份虚拟机”。
请参见第 164 页的“还原单个文件”。
请参见第 141 页的“还原整个 VMware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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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任务

第 7 阶段

重新检查配置。
请参见第 213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最佳做法”。
请参见第 230 页的“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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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事项和前提条件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for VMware 前提条件

■

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

VMware 虚拟卷 (VVol) 的注意事项

■

VMware IPv6 环境中的备份需要 NetBackup IPv6 参数

■

NetBackup for VMware：有关 Linux 虚拟机的说明

■

有关 NetBackup 设备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注意事项

■

NetBackup for VMware 支持 Linux 备份主机的 SAN 多路径

■

NetBackup 对虚拟机显示名称及其他 vSphere 对象的字符限制

■

在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显示名称、资源池名称和 vApp 名称区分大小写

■

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说明

■

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中使用标记的说明和限制

■

备份和还原 VMware 标记关联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NetBackup for VMware 前提条件
以下前提条件适用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

配置 NetBackup 之前，必须先设置 VMware 组件，其中包括 ESX Server 和虚
拟机。
请参见第 22 页的“VMware 任务概述”。

■

VMware 备份主机必须在 Windows 或 Linux 上运行。 受支持的硬件类型与任何
NetBackup 客户端所支持的类型都相同。有关备份主机的受支持的平台，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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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以下位置中提供的“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
容性列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

要使用 hotadd 传输类型进行备份或还原，应将 VMware 备份或还原主机安装在
虚拟机上。
请参见第 35 页的“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说明”。

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注意以下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事项：
■

有关支持的 VMware 版本的信息以及备份主机的支持平台的信息，请参见以下
位置提供的“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性列
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有关 VMware 的其他 NetBackup 支持信息，请参见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7089

■

NetBackup for VMware 不支持管理控制台的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保留快
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选项。
NetBackup 支持的功能如下所示：

■

■

对于即时恢复，请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VMware 的即时恢复”。

■

对于快照的 SLP 管理，请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NetBackup 允许每个虚拟机最多具有 31 个快照。 如果虚拟机具有 31 个以上快
照，则备份可能会失败，状态码为 13。 NetBackup 作业详细信息中将出现类似
下面的消息：
10/18/2012 4:56:59 PM - Critical bpbrm(pid=4604)from client
Umesh_w2k3_hypervm33: FTL - vSphere_freeze: Unable to remove
existing snapshot, too many existing snapshots (91).
10/18/2012 4:56:59 PM - Critical bpbrm(pid=4604) from client
Umesh_w2k3_hypervm33: FTL - VMware_freeze: VIXAPI freeze
(VMware snapshot) failed with 26: SYM_VMC_REMOVE_SNAPSHOT_FAILED

当快照数超过 15 时，NetBackup 详细状态将提供下列消息，提醒合并或删除快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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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esh_w2k3_hypervm33: WRN - vSphere_freeze: VM has 16 existing
snapshots. Snapshots may start failing if this number exceeds 32

要备份快照数超过 31 个的虚拟机，请合并或删除现有快照。然后重新运行备
份。
注意：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允许每个虚拟机具有 31 个以上快照。

■

如果 VM vmdk 的快照增量文件数超过 32，则快照创建将会失败。 NetBackup
详细状态中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Umesh_w2k3_hypervm33: FTL - vSphere_freeze: Unable to
proceed with snapshot creation, too many existing delta files(50).

在 vmdk 的增量文件超过 16 时，NetBackup 详细状态将提供下列消息，提醒合
并或删除快照：
Umesh_23k3_hypervm33: WRN - vSphere_freeze: VM has 17 existing
delta files for vmdk Umesh_23k3_hypervm33.vmdk. Snapshots may start
failing if this number exceeds 31

如果未删除或合并 VM 的快照，则增量文件可以累积。 合并或删除现有快照，
然后重新运行备份。
■

由于不能使用快照捕获独立磁盘，因此 NetBackup for VMware 不能备份独立磁
盘中的数据。尽管备份可以成功，但是备份映像不包含独立磁盘的任何数据。
要备份独立磁盘上的数据，请在虚拟机上安装一个 NetBackup 客户端。您可以
配置 NetBackup 来备份虚拟机以及所有独立磁盘，就像在物理主机上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一样。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作业先还原虚拟机，然后还原独
立磁盘。

■

NetBackup for VMware 不会备份连接到虚拟机的标准 iSCSI LUN。如果虚拟机
具有 iSCSI LUN，备份将成功，但是不会备份表示 LUN 的驱动器。
注意： NetBackup for VMware 通过 iSCSI 支持 Datastore。

■

Linux 虚拟机适用多个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31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有关 Linux 虚拟机的说明”。

■

对于 Windows 备份主机，如果 vmdk 文件跨多个磁盘，则使用 hotadd 传输模
式的备份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请为备份选择其他传输模式。
VMware 已确认此问题 (SR#12204838207)。此问题将在以后的版本中修复。

■

如果 Windows 虚拟机包括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卷，将不支持“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
请参见第 74 页的“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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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are 虚拟机模板用于克隆虚拟机：它们无法启动，并且不能用作有效的虚拟
机。因此，VMware 已对虚拟机模板的备份和还原实施以下限制：
■

在快照中不能捕获虚拟机模板。NetBackup 将模板备份到指定的存储单元
中。

■

备份虚拟机模板时不能使用块级增量式备份 (BLIB)。
注意：由于这一限制，NetBackup 加速器不能用于备份 VMware 虚拟机模
板。

■

不能通过 SAN 备份虚拟机模板。必须配置 NetBackup 策略，以使用本地网
络传输类型，如 nbd。 与此类似，必须通过局域网执行模板还原。
注意：可在 NetBackup 策略中使用查询生成器创建用于自动选择虚拟机模板
的规则。

■

VMware 不支持在虚拟机显示名称或与虚拟机关联的其他对象中使用非 ASCII
字符（示例包括注释、软盘映像名称、并行端口或串行端口文件名以及 CD-ROM
ISO 名称）。请注意，创建 vCloud Director 对象时相同的字符限制也适用。
有关 VMware 中可能导致问题的特殊字符的列表，请参见下面的 VMware 文章：
《解决包含特殊字符的虚拟机或 DataStore 名称中的问题 (2046088)》
http://kb.vmware.com/kb/2046088
有关 VMware 不支持在其中使用非 ASCII 字符的对象的列表，请参见下面的
VMware 文章：
解决非 ASCII 名称导致的错误 (1003866)
http://kb.vmware.com/kb/1003866
为了与 VMware 保持一致，NetBackup 不支持在显示名称或其他 vSphere 对象
中使用非 ASCII 字符。Veritas 建议在命名 vSphere 对象时遵循 VMware 的准
则。
此外，NetBackup 对显示名称中的字符也有自己的限制。
请参见第 33 页的“NetBackup 对虚拟机显示名称及其他 vSphere 对象的字符限
制”。
注意：如果虚拟机显示名称包含非 ASCII 字符，则备份可能会成功，但还原将
会失败。要还原虚拟机，请将还原配置到备用位置。在“恢复选项”对话框中，
将显示名称更改为仅包含 ASCII 字符。

■

对于双引导虚拟机，NetBackup 不支持以下策略选项：
■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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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除已删除的块

■

排除交换文件和分页文件

■

排除引导磁盘（高级）

■

排除数据磁盘（高级）

NetBackup for VMware 不支持以句点结束的显示名称。如果策略的“主 VM 标
识符”选项为“VM 显示名称”，则不备份名称以句点结束的所有 VM。

■

要在 Storage vMotion 迁移其文件时备份虚拟机，NetBackup 必须通过 vCenter
Server 执行备份。
请参见第 241 页的“NetBackup 和使用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的 VMware Storage
vMotion 之间的冲突”。

■

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虚拟机智能策略）适用多个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81 页的“NetBackup 对虚拟机自动选择的要求”。

■

对于 hotadd 备份或还原：要备份（或还原）的虚拟机和包含 hotadd 备份主机
的虚拟机必须位于同一 VMware Data Center。
请参见第 35 页的“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说明”。

■

NetBackup for VMware 支持将 Windows NTFS 文件加密和压缩用于备份和还
原。但是，它不支持 NetBackup 的压缩或加密选项（在 NetBackup 策略属性
中）。
对于 Windows、UNIX 或 Linux 来宾操作系统：NetBackup for VMware 不支持
任何类型的压缩或加密，不管它们是在 NetBackup 还是在来宾操作系统（例如
BitLocker）中设置的。
注意：压缩的 Windows NTFS 文件将作为压缩文件进行备份和还原。

■

VMware 的“块更改跟踪”处于启用状态时，如果虚拟机上存在快照，则无法使
用存储优化。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减小 VMware 备份的大小”。

■

如果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设置为“VM 主机名”，请注意，如果
NetBackup 无法获取 VMware 虚拟机的 IP 地址，则它无法选择该虚拟机进行备
份。

■

对于 Exchange、SharePoint 和 SQL 应用程序，NetBackup for VMware 仅支
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从完全备份还原。

■

如果 Exchange、SharePoint 和 SQL Server 数据库存在于装入点卷中，则不会
编录和备份这些数据库。

■

请参见第 136 页的“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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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虚拟卷 (VVol) 的注意事项
NetBackup 支持备份和还原在虚拟卷 (VVol) 上配置的虚拟机。VVol 是 vSphere 6.0
中一项新的存储虚拟化功能。从 NetBackup 7.7 开始，提供对 VVol 的支持。
除了以下例外，配置带有 VVol 的虚拟机的备份和还原与不带 VVol 的虚拟机相同：
■

对于备份或还原 VVol DataStore 上的 VM，NetBackup 支持以下传输模式：
nbd、nbdssl、hotadd。 由于 VMware VDDK 限制，不支持 SAN 传输。

■

要使用 hotadd 传输模式还原虚拟机：VMware 要求虚拟机和还原主机虚拟机位
于同一个 VVol DataStore 上。否则，还原过程必须使用其他传输模式（非
hotadd）。

■

如果 VVol DataStore 上的虚拟机包含大于 2TB 的 vmdk 文件，则使用 hotadd
传输的备份可能会失败。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传输模式 nbd 或 nbdssl。
此备份问题属于 VMware 限制。有关此问题和其他 VMware 问题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章：
Virtual Disk Development Kit 6.0 Release Notes（《虚拟磁盘开发套件 6.0 版
本说明》）

■

对于还原至标准（非 VVol）Datastore，NetBackup 作业会在 NetBackup 还原
数据时创建虚拟机的 vSphere 快照。 注意：对于还原至 VVol Datastore，
NetBackup 会将数据还原到虚拟机，而不创建 vSphere 快照。

■

有关为 vSphere 6.0 提供 NetBackup 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以下 Veritas
文档：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对 VVol 上的虚拟机备份进行故障排除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每个 NetBackup 快照作业创建一个虚拟机的 vSphere 快照。 vSphere 快照的授
权要求因 VVol 存储类型而异，具体取决于阵列供应商。 确保您具有所需的阵列
供应商快照许可证，否则，创建快照可能会失败。

■

要调查快照失败的原因，请检查存储阵列的 VASA 提供程序日志以及 vSphere
错误消息。 （VASA 是适用于 Storage Awareness 的 vSphere API。）

■

如果 vSphere 快照由于 VVol 存储中的空间不足而失败，请查阅存储阵列文档。
空间要求因阵列供应商而异。

有关 VVol 的信息，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档：
■

虚拟卷

■

VMware 指南《vSphere Storage ESXi 6.0》

■

VMware vSphere 6.0 文档中心

30

注意事项和前提条件
VMware IPv6 环境中的备份需要 NetBackup IPv6 参数

VMware IPv6 环境中的备份需要 NetBackup IPv6 参
数
对于 IPv6 环境中 VMware 虚拟机的备份与还原，必须在以下 NetBackup 主机上配
置 IPv6 支持：
■

主服务器

■

备份主机

“IP 地址系列支持”主机属性的“IPv4 和 IPv6 两者”选项可以配置 IPv6 支持。
“IP 地址系列支持”主机属性位于“网络设置”主机属性对话框上。
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备份主机是同一主机，则只需在该主机上配置支持。
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备份主机是独立的主机，则需在每个主机上分别配置支
持。
有关“IP 地址系列支持”主机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NetBackup for VMware：有关 Linux 虚拟机的说明
以下说明适用于运行 Linux 来宾操作系统的虚拟机：
■

如果使用软件 RAID 卷配置虚拟机，NetBackup 将无法从备份中排除未使用的
或已删除的块。不支持策略的“排除已删除的块”选项。

■

在 Linux 虚拟机上，NetBackup 需要一个特殊的实用程序 (SYMCquiesce) 来静
默文件系统，为创建快照做准备。如果没有 SYMCquiesce，在创建快照时，
NetBackup 无法保证该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处于一致状态。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310 页的“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对于未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 Linux 虚拟机：为保证文件系统在备份时
的一致性，可以考虑在备份虚拟机之前将其关闭。关闭虚拟机后，数据缓冲区
将刷新到磁盘，且文件系统会保持一致状态。
有关文件系统静默的描述，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

如果 Linux 文件系统在创建快照前没有静默，表示某些文件可能不一致。这样的
文件可以从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中恢复。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Linux 上的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

■

卸载的 LVM2 卷必须以 /dev 开头
如果卸载的 LVM2 卷的路径不是以 /dev 开头，虚拟机备份将会失败。注意：该
卷的路径使用 LVM 卷配置文件上的 dir 参数进行设置。 使用 dir 参数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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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Linux 文件或目录，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路径名限制与 Linux 物理主
机上 NetBackup 的路径名限制相同。无法单独备份或还原路径名长度大于 1023
个字符的文件或目录。从完全虚拟机备份还原整个虚拟机时，可以还原此类文
件。

■

Linux ext4 文件系统包括一个持久的预分配功能，用于保证文件的磁盘空间，而
无需用零填充已分配空间。当 NetBackup 还原预分配的文件时（还原至任何受
支持的 ext 文件系统），该文件将丢失其预分配，并还原为稀疏文件。还原的文
件仅与写入原始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节一样大。对还原的文件的后续写入可能不
连续。
注意：还原的文件包含其所有原始数据。

■

请参见第 139 页的“Linux 上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有关 NetBackup 设备用作 VMware 备份主机的注意
事项
请注意以下有关设备用作备份主机的要求和限制：
■

设备的版本必须为 2.5 或更高版本。如果主服务器位于一台独立主机（而非备份
主机）上，则主服务器必须使用 NetBackup 7.5.0.1 或更高版本。

■

在运行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主机上，
NetBackup 必须是 7.5.0.1 版或更高版本。

■

您必须使用 VMware 策略类型。

■

设备不支持 iSCSI 连接。本指南中对 iSCSI 的参考并不适用于设备。

NetBackup for VMware 支持 Linux 备份主机的 SAN
多路径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支持 vSphere ESXi 存储和 NetBackup for
VMware 代理（Windows 备份主机）之间的动态多路径。 动态多路径可提供 SAN
I/O 高可用性和改进的备份吞吐量。
下面介绍了在包含 Linux 备份主机的 SAN 环境中 NetBackup for VMware 对动态多
路径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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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appliance

NetBackup Appliance（从 2.6.0.2 版本开始）支持 VMware 备份的 SAN
动态多路径。 I/O 通过卷管理器动态多路径节点重定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版本 2.6.0.2 的《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
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2792

非 Appliance 主机

对于不是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Linux 备份主机，NetBackup for
VMware 无法支持动态多路径。 引起此限制的原因是 Linux 操作系统、
VMware vStorage API for Data Protection 和特定供应商的动态多路径
解决方案之间不兼容。
因此，对于以下任一平台上的 Linux 备份主机（非 Appliance），
NetBackup for VMware 无法支持动态多路径：
■

SLES 上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

RHEL 上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注意：这一支持或限制不影响 NetBackup 支持 VMware 的本机多路径，即 ESXi 主
机和存储之间的多路径。
这一支持或限制不影响 Windows 备份主机上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Windows
操作系统已集成了多路径支持。 下列 Microsoft 指南包含更多信息：
http://microsoft.com/mpio

NetBackup 对虚拟机显示名称及其他 vSphere 对象的
字符限制
对于 NetBackup 策略中的 VMware VM，不允许在 VM 显示名称或其他 vSphere 对
象名称中使用某些字符。
如果名称中包含错误字符，则备份可能会失败。
对于 NetBackup，允许在虚拟机显示名称、群集名称、DataStore 名称、文件名或
文件夹名称中使用以下字符：
■

大写和小写的 ASCII 字符

■

数字

■

句点 (.)
但是，请注意显示名称不能以句点结束。

■

连字符 (-)

■

下划线 (_)

■

加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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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号 (%)

■

左括号和右括号 ()

■

空格

注意：不允许使用任何其他字符。
对于自动选择虚拟机的策略：
■

如果包含列出的虚拟机，则在测试查询结果中，显示名称中的空格将被转换为
“%20”。

■

如果包含列出的虚拟机，则在测试查询结果中，显示名称中的百分比符号 (%)
将被转换为“%25”。 在查询中指定显示名称时，请将 % 字符替换为 %25。

■

如果虚拟机显示名称包含百分比符号 (%)，则不支持适用于 SharePoint 的识别
应用程序的 VMware 备份。

请参见第 56 页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 (VMware)”。

在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显示名称、资源池名称和
vApp 名称区分大小写
在 VMware vSphere 中，虚拟机显示名称、资源池名称和 vApp 名称区分大小写。
例如，名为 vm1 和名为 VM1 的虚拟机是不同的虚拟机。
在 7.6 之前的 NetBackup 版本中，对于 Displayname、Resourcepool 或 vApp，
策略的查询生成器字段不区分大小写。 自版本 7.6，查询生成器考虑查询字符串的
大小写，其中包括 Displayname、Resourcepool 或 vApp。 结果集中不再返回名
称值与查询字符串的大小写不完全匹配的 VMware 虚拟机。 这些虚拟机的备份丢
失。
例如：在 NetBackup 7.6 之前，指定 Displayname Contains "vmware-" 的查询
返回包含字符串 vmware- 的所有虚拟机，而不考虑大小写形式：
vmware-ted
VMware-charles
VMWARE-john
vmWARE-jason

在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中，指定 Displayname Contains "vmware-" 的查
询仅返回大小写与输入字符串完全匹配的虚拟机：
vmwar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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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升级到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时，通过查询标识虚拟机的策略可能会选
择其他虚拟机进行备份。 您可能需要编辑策略查询规则以反映区分大小写的行为。

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说明
对于备份或还原期间在 VMware DataStore 与 VMware 备份主机之间发送快照数据
而言，NetBackup 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当在虚拟机上安装有 VMware 备份主机时，
可使用其中一种传输模式 (hotadd)。
请注意下列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事项：
■

VMware 备份主机必须安装在虚拟机中。

■

以下是 VMware 要求：要备份的虚拟机和包含 hotadd 备份主机的虚拟机必须驻
留在同一 VMware DataCenter 中。虚拟机还原适用相同的 VMware 要求：要还
原的虚拟机和包含 hotadd 还原主机的虚拟机必须驻留在同一 VMware DataCenter
中。
对于 hotadd 备份，Veritas 建议为每个数据中心至少提供一台 hotadd 备份主
机。

■

NetBackup 不支持虚拟机中的 IDE 磁盘。

■

在要备份的虚拟机上，两个磁盘不能使用相同的名称（如果两个磁盘位于不同
的 DataStore 上，则可以具有相同名称）。

■

ESX Server（备份主机虚拟机位于其中）必须能够访问要备份的虚拟机的
DataStore。

■

在开始 hotadd 备份之前，备份主机虚拟机的 DataStore 必须有一些可用空间。
否则，备份可能失败。

■

使用 hotadd 或 SAN 传输模式的还原不会在还原中包括 VM 元数据更改。
NetBackup 作业的状态日志中包含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07/25/2013 12:37:29 - Info tar (pid=16257) INF - Transport Type
= hotadd
07/25/2013 12:42:41 - Warning bpbrm (pid=20895) from client
<client_address>: WRN - Cannot set metadata (key:geometry.
biosSectors, value:62) when using san or hotadd transport.

解决方法是，使用其他传输模式（nbd 或 nbdssl）重试还原。
此问题是一个已知的 VMware 问题。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VMware VDDK
6.0 版本说明。
■

VMware VDDK 中的锁定超时可能会导致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机同时进行的
hotadd 备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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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49 页的“同时进行多个 hotadd 备份（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机）失
败，状态码为 130”。
■

在使用 hotadd 传输模式的 Windows Server 2008 或更高版本的备份主机（代
理）上，将 Windows SAN 策略设置为 onlineAll。
有关此问题和其他 VMware hotadd 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VMware 知识
库文章：
Best practices when using advanced transport for backup and restore（《将高
级传输用于备份和还原时的最佳做法》）

■

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 VMware 限制列表，请参考 VMware 文档。例如：
VMware VDDK 6.0 版本说明

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中使用标记的说明和限制
■

NetBackup 不支持基于类别选择虚拟机。

■

NetBackup 将标记用于虚拟机选择，与标记的类别无关。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可以按两种不同的类别创建具有相同标记名称的标记。在示例中，如果策
略配置为包括具有 HR 标记的虚拟机，则选择这两个虚拟机。
示例：
■

Virtual_machine_1 具有类别为 Production 的用户指定标记 HR

■

Virtual_machine_2 具有类别为 Test 的用户指定标记 HR

■

NetBackup 仅识别与虚拟机关联的标记，而不识别其他 vCenter 对象，如
DataStore。

■

需使用 vCenter Server 6.0 或更高版本。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所有发现主机都必须使用 NetBackup 7.7.1 或更高版本。

■

使用介质服务器负载平衡时，与存储单元组关联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必须使用
7.7.1 或更高版本。

■

仅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任何 Windows 主机（在 VMware 策略的“客
户端”选项卡中它也被定义为“要执行虚拟机自动选择的 NetBackup 主机”）
都必须已安装 NetBackup Java。安装 NetBackup 远程管理控制台来安装
NetBackup Java。

■

请注意 VMware vSphere Web 客户端中显示的标记描述或类别描述为空时
vSphere 6.0 中的已知错误。 如果任一字段为空，则所有标记查询失败，
NetBackup 状态码为 4261。
VMware 知识库文章：http://kb.vmware.com/kb/2124204
请参见第 230 页的“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Veritas 已确认此问题已在 vCenter Server 6.0 Update 1 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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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发现主机的系统时间与 vCenter Server 不同步时 vSphere 6.0 中的已知
错误。已知此问题可导致备份失败，NetBackup 状态码为 4263。
VMware 知识库文章：http://kb.vmware.com/kb/2125193
请参见第 230 页的“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

在大型 VMware 环境中，考虑基于默认值增加“最大承载令牌生命周期”。
Veritas 已注意到由于默认值过小而导致发现作业超时的问题。 “最大承载令牌
生命周期”是一项 vCenter Server 设置。我们提供了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9 页的“故障排除 VMware 标记使用情况”。

备份和还原 VMware 标记关联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

标记关联属于虚拟机元数据的一部分。NetBackup 将虚拟机标记关联保护视为
最大努力的备份。活动监视器中显示虚拟机快照作业的所有标记收集错误。
如果因任何原因 NetBackup 无法备份标记关联，作业仍然成功完成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0。但是活动监视器的作业详细信息中会报告备份期间所有的
标记关联检索失败信息。

■

需使用 vCenter Server 6.0 或更高版本。

■

仅在使用 VMware 智能策略时才能备份 VMware 标记关联。

■

NetBackup 使用虚拟机备份标记关联。 NetBackup 不会使用其他 vCenter Server
对象备份标记关联，例如数据存储或文件夹。

■

所有虚拟机的标记关联均在发现作业期间检索。 但是，标记关联存储在各虚拟
机的备份映像中。 请注意，发现作业与备份作业之间有时差。 如果标记关联在
此时差内发生更改，将不会备份这些更改。

■

为正确执行标记备份，所列的服务器必须位于 NetBackup 7.7.3 或更高版本：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发现主机以及备份主机。

■

为正确还原标记关联，主服务器和恢复主机必须位于 NetBackup 7.7.3 或更高版
本。

■

要备份和还原标记关联，发现主机和恢复主机上需要安装 NetBackup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

如果成功备份虚拟机的标记关联，则 NetBackup 会尝试使用还原的虚拟机重新
创建标记关联。如果恢复主机的版本不兼容，NetBackup 仍会完成虚拟机恢复
并将作业状态设置为 0。但恢复作业详细信息中会提供有关标记关联重新创建失
败的信息。

■

如果未成功备份虚拟机的标记关联，则 NetBackup 不会尝试使用还原的虚拟机
重新创建标记关联。NetBackup 仍会完成虚拟机恢复并将作业状态设置为 0。恢
复作业详细信息中会提供有关备份期间标记关联收集失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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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使用 VMware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保护虚拟机时，仅在启用”应用程序一
致“保护时才能备份标记关联。禁用”应用程序一致“保护时，NetBackup 不
会保护标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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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NetBackup 与
VMware 的通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中

■

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更改 NetBackup 中 VMware 服务器的主机名

■

设置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的权限

■

NetBackup VMware 插件的身份验证令牌

■

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全局限制

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中
使用此过程可启用 NetBackup 客户端作为备份主机。
注意：对于使用策略“备份介质服务器”选项作为备份主机运行的介质服务器，不
需要此过程。 通过该选项，NetBackup 会自动启用介质服务器作为备份主机。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 VMware 备份主机

1

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双击 NetBackup 主服务器，然后单击
“VMware 访问主机”。

2

单击“添加”。

3

输入 VMware 备份主机的完全限定的域名，然后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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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机添加完毕后，单击“关闭”。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确定”。

6

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在故障转移环境中进行群集： 请重复此过程将备份
主机添加到群集中的每个主服务器节点。

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要备份或还原虚拟机，NetBackup 需要 VMware ESX Server、VMware vCenter
Server 或 VMware vCloud Server 的登录凭据。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执行
以下操作：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1

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机服务器”。

2

单击“操作”>“新建”>“新建虚拟机服务器”。

3

在“新建虚拟机服务器”对话框中，输入虚拟机服务器（ESX Server、vCenter
Server 或 vCloud Server）的名称。
注意：使用在 DNS 和 VMware 服务器中注册的相同格式输入服务器名称（短
名称或完全限定名称）。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 验证服务器名称”。

注意：Veritas 建议使用完全限定名称。整个名称的必须格式正确，不含空元
素。例如，完全限定名称必须包括域名，且不以句点 (.) 结尾。

注意：ESX Server 名称区分大小写。输入的 ESX Server 名称应与 VMware 环
境中的完全一样。如果大小写不正确，凭据验证会失败，并且指出 ...expecting
<correct_name_of_server>。
出于以下原因之一，NetBackup 需要访问该服务器：

4

■

浏览服务器的虚拟机并对其进行备份。

■

将服务器用作还原虚拟机的目标。
使用下一个对话框确定此服务器的类型（vCenter、ESX 或仅用于还原的
ESX）。

在“新建虚拟机服务器”对话框的“凭据”窗格中，输入以下内容：
虚拟机服务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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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NetBackup 需要访问的 VMware 服务器的类型：
■

VMware Virtual Center Server
指定管理 ESX Server 的 vCenter（或 VirtualCenter）Server。创建策略以
备份此服务器的虚拟机时，NetBackup 可以浏览该服务器并列出其虚拟机。
如果凭据提供对 vCenter Server 的完全访问权限，则可以将虚拟机还原至
该服务器。
注意：请勿输入该 vCenter Server 管理的单个 ESX Server 的登录凭据。
NetBackup 仅需要用于 vCenter 的凭据。

■

VMware ESX Server
指定 vCenter Server 不管理的单机 ESX Server。NetBackup 可以浏览该
ESX Server 以显示其用于备份的虚拟机列表。也可以将虚拟机还原至该
ESX Server。要将服务器用作还原目标，请输入提供对 ESX Server 的完全
访问权限的凭据。

■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指定 NetBackup 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的 ESX Server。必须输入提供对服务
器的完全访问权限的凭据。
注意：NetBackup 访问此类服务器仅限于还原目的，不能用于备份目的。
还原 ESX Server 类型具有以下优点：
■

对于具有上百台主机的大型环境，NetBackup 可能不需要对 vCenter
Server 的完全访问权限。使用还原 ESX Server 类型，可以授予
NetBackup 对专用于还原的单个 ESX Server 的完全访问权限。

■

直接还原到还原 ESX Server 的基于 SAN 的还原比通过 vCenter Server
的还原速度快。

■

允许还原到 vCenter Server 5.x 管理的 ESX Server 5.x。NetBackup 使
用 vCenter 创建虚拟机。然后，NetBackup 通过使用该服务器的还原
ESX Server 凭据将 .vmdk 文件直接写入 ESX Server 中。

注意：VMware 不支持将虚拟机直接还原到 vCenter 管理的 ESX Server
5.x。要还原虚拟机，请选择 vCenter Server 作为目标。替代方法是，可以
设置要用于还原的独立 ESX Server。必须通过“VMware 还原 ESX
Server”类型，为该 ESX Server 添加 NetBackup 还原凭据。
有关还原 ESX Server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 Veritas 技术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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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are vCloud Director
指定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NetBackup 可以在该服务器上浏览 vCloud
环境以显示要备份的虚拟机列表。也可以将虚拟机还原至该服务器。
注意：对于 vCloud Director 的备份和还原，同时需要 vCloud 凭据和 vCenter
凭据 (VMware Virtual Center Server)。

注意：如果 vCloud 环境使用一台负载平衡器管理多个单元格（节点），请
为该负载平衡器添加凭据，而不为单元格添加。如果 vCloud Director 具有
多个单元格，但没有负载平衡器，则仅为其中某个单元格添加凭据，而不
是为所有单元格添加。另请注意：如果域名系统 (DNS) 无法解析负载平衡
器或单元格的名称，请执行以下操作：在 VMware 备份主机的主机文件中
包括一行，用于指定负载平衡器或单元格的 IP 地址。
用户名
输入虚拟机服务器的用户名。请注意，不允许在用户名中出现空格。
要输入含有用户名的域名，请使用双反斜线或将名字用单引号或双引号括起
来，如下：
domain\\username
‘domain\username’
“domain\username”

密码
输入虚拟机服务器的密码。
用于备份主机
可以选择一个要验证凭据的特定备份主机。请注意，在下拉列表中出现的主机
可能是介质服务器，也可能是在“主机属性”>“VMware 访问主机”中添加
的 NetBackup 客户端。
关于受支持备份主机平台的列表，请参见下列位置中提供的“NetBackup 软件
兼容性列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第 39 页的“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中”。
如果“用于备份主机”设置为<任意>（默认设置），NetBackup 会尝试依次使
用每台备份主机验证凭据。仅当特定备份主机验证成功或者验证完备份主机列
表时，NetBackup 才会停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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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期间：如果第一次输入无效的用户名或密码并且没有选择备份主机，系统
将会删除该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由于任何原因验证失败，则输入内容将被删
除。
如果您的 VMware 备份主机运行的是早于 6.5.4 的 NetBackup 版本，则无法验
证凭据。系统会显示错误消息。您必须验证对于 VMware 服务器输入的凭据是
否正确。如果凭据是正确的，则可以忽略该错误消息。
使用端口号连接
如果未更改 VMware 服务器上的默认端口号，则不需要指定端口。在这种情况
下，请确保不要选中“使用端口号连接”框。
如果已将 VMware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其他端口，请单击“使用端口号连接”框
并指定该端口号。

5

单击“确定”。

6

如果您所在的站点有多个独立的 ESX Server，请使用“虚拟机服务器”对话框
输入每个 ESX Server 的凭据。

7

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为群集模式，请在其他主服务器节点上执行下列操作
来验证每台备份主机的凭据。
■

故障转移到下一个主服务器节点，使其成为活动节点。

■

在活动节点上，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机服务器”，
然后双击虚拟机服务器凭据。

■

在“用于备份主机”字段中，选择特定的备份主机（不要选择“任意”）。
如果备份主机未出现在列表中，则必须添加正确的备份主机凭据。（单击
“操作”>“新建”>“新建虚拟机服务器”。）

■

单击“确定”。
NetBackup 将验证凭据。

■

双击同一虚拟机服务器凭据并验证另一备份主机的凭据（如果存在）。

■

对于其他主服务器节点，请重复步骤 7。

请参见第 46 页的“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全局限制”。

使用 VMwa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 验证服务器名称
为 VMware 服务器添加 NetBackup 凭据时，请输入在 VMware 服务器中配置的服
务器名称（无论是短名称还是完全限定名称）。 如果为凭据输入的名称与在 VMware
服务器上定义的名称不匹配，则凭据验证失败。
可使用 vSphere Managed Object Browser 验证服务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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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服务器名称

1

在 Web 浏览器中，请输入 VMware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和 /mob，打开
Managed Object Browser (MOB)。
例如：https://vcenter1.acmecorp.com/mob

2

导航至 ManagedObjectReference:HostSystem 并找到服务器的名称值。
对象结构依赖于站点。

3

为服务器创建 NetBackup 凭据时，请输入 MOB 中显示的名称值。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有关 MOB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Sphere 文档。

更改 NetBackup 中 VMware 服务器的主机名
如果您需要更改在 NetBackup 中存储的 VMware 服务器主机名，请使用以下过程。
以下示例列举了更改 VMware 服务器名称的原因：
■

对服务器的 NetBackup 凭据使用了短主机名，需要用完全限定主机名替换该名
称。

■

两个主机当前解析到同一 IP 地址时，必须对其中一个主机重命名并分配新的 IP
地址。

更改 NetBackup 中 VMware 主机的主机名称

1

删除当前的凭据（即以前为 VMware 主机输入的凭据）。
执行下列操作：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
机服务器”。

■

2

右键单击 VMware 服务器的凭据定义，然后选择“删除”（请按 Delete
键）。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重新输入 VMware 服务器的 NetBackup 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请确保输入正确的 VMware 服务器主机名。

请参见第 46 页的“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全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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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的权限
使用“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选项，NetBackup 可以将备份相关事件发送到
vCenter Server，以便在 vSphere Client 中查看。在 vSphere Client 中不需要
NetBackup VMware 插件。
请注意以下要求：
■

您必须输入向 NetBackup 授予 vCenter Server 访问权限的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确保在策略中启用了“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选项。
请参见第 60 页的““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

■

您必须按照本主题中的说明，在 vCenter 中设置正确的角色权限。
注意：如果已为所有权限配置了您的 vCenter 角色，则可以跳过以下过程。

设置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的权限

1

转到 vCenter Server 上的 vSphere Client 主页，然后单击“角色”。

2

右键单击为 NetBackup 凭据输入的 vCenter 用户的角色，然后单击“编辑角
色”。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3

在“编辑角色”屏幕中，在“扩展”权限上放置复选标记，以包括全部三种扩
展权限： 注册扩展、注销扩展、更新扩展。

4

在“编辑角色”屏幕中，展开“全局”权限组并选择以下权限： 记录事件、管
理自定义属性和设置自定义属性。

5

单击“确定”。

NetBackup VMware 插件的身份验证令牌
使用 NetBackup VMware 插件时，VMware 管理员可以使用 vSphere Client（或
vSphere Web Client）恢复虚拟机。 要允许 插件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通信，必
须为 VMware 管理员提供身份验证令牌。
要创建身份验证令牌，请参见相应的插件指南：
■

适用于 VMware vCenter 的 Veritas NetBackup 插件指南

■

适用于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NetBackup 插件指南

这些指南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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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全局限制
可以使用 NetBackup“资源限制”对话框来控制可对某个 VMware 资源类型执行的
同时备份数目。此设置适用于当前所选主服务器的所有 NetBackup 策略。
例如，要避免使 ESX Server 过载，您可以对每个 ESX Server 的并行备份作业数
设置限制。要控制 DataStore 阵列上的 I/O 开销，您可以限制每个 DataStore 的并
行备份数。
注意：“资源限制”屏幕仅适用于使用虚拟机的自动选择（查询生成器）的策略。
如果虚拟机是在“浏览虚拟机”屏幕上手动选择的，则“资源限制”设置不起作
用。

注意：要限制每个策略同时执行的作业数量，请使用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限
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设置。此选项的效果取决于策略选择虚拟机的方式。
请参见第 53 页的““属性”选项卡上的“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对于 VMware）”。
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限制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然后双击
NetBackup 主服务器。

2

在“属性”屏幕的左窗格中向下滚动，然后单击“资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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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应用程序”下，单击 VMware。

4

在“资源限制”列中双击，然后设置该特定资源类型的最大 NetBackup 使用
率。这些设置适用于所有策略。

对于每种资源类型，默认值为 0（没有限制）。DataStore 的资源限制为 4 表
示 NetBackup 策略在任何特定 DataStore 上可以同时执行的备份数不能超过
4。
表 4-1 介绍了这些限制：
表 4-1

资源类型和限制

资源类型

资源限制

vCenter

每个 vCenter Server 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快照

每个 vCenter 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快照操作（创建或删除）数。

Cluster

每个 VMware 群集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ESXserver

每个 ESX Server 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VMXDatastore

每个 VMX DataStore 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请参见第 19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DataStore

每个 DataStore 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DatastoreFolder

每个 DataStore 文件夹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DatastoreType

每个 DataStore 类型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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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资源限制

VMXDatastoreNFSHost

可针对 VMX DataStore 的每个 NFS 主机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
数。

DatastoreNFSHost

可针对 DataStore 的每个 NFS 主机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DatastoreCluster

每个 DataStore 群集上可同时执行的最大备份数。

可能需要考虑其他与资源相关的因素。
请参见第 213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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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Mwar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通过策略向导配置 VMware 策略

■

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

“属性”选项卡上的“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对于 VMware）

■

VMware 选项卡上的备份选项

■

浏览 VMware 虚拟机

■

浏览虚拟机时限制 NetBackup Search 的 VMware 服务器

■

虚拟机主机名和显示名称在主服务器策略中必须唯一

■

“主 VM 标识符”选项与手动选择虚拟机

■

关于虚拟机的增量式备份

■

配置增量式备份

■

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

■

关于旧的 NetBackup 策略和 7.x 之前的备份主机

通过策略向导配置 VMware 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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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策略配置向导创建备份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单击主服务器的
名称。

2

单击“创建策略”。

3

在“为以下项创建备份策略”下，单击“VMWare 和 Hyper-V”，然后单击
“下一步”。

4

输入策略的名称。

5

单击 VMware 作为虚拟机类型。

6

单击“下一步”，然后按照该向导的其余面板上的说明操作。
该向导将按照您所做的选择创建策略。

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之一来创建用于备份虚拟机的 NetBackup 策略（完全备份或
增量式备份）：
■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策略”实用程序（本主题将介绍）。

■

使用策略配置向导。
请参见第 49 页的“通过策略向导配置 VMware 策略 ”。

注意：要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配置备份虚拟机的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然后选择“操作”>“新建”>“策
略”。

2

输入策略的名称。

3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VMware。
VMware 选项卡中提供了 VMware 备份选项（本过程中稍后介绍）。

4

选择策略存储单元或存储单元组。
存储单元组在《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进行了介绍。

5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将“禁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选项保留为默认设置（未
选中）。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介绍了“禁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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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启用加速器，请单击“使用加速器”。
当您单击“使用加速器”时，将选择并灰显在 VMware 选项卡上的“启用块级
增量式备份”选项。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关于虚拟机的 NetBackup 加速器”。

7

单击 VMware 选项卡。

使用此对话框设置与 VMware 相关的选项。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ware 选项卡上的备份选项”。

8

要定义日程表，请单击“日程表”选项卡并单击“新建”。
有关“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选项的帮助信息：
请参见第 127 页的“虚拟机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日程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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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程表属性”选项卡上，可以选择“完全备份”、“差异增量式备份”或
“累积增量式备份”。
请注意，增量式备份要求在策略 VMware 选项卡上选择下列其中一项：
■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或

■

“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
“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需要 ESX Server 4.0 以及 vmx-07 或更高版本的
虚拟机。
以下主题提供了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虚拟机的增量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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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客户端”选项卡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
选择虚拟机的选项如下所示：

手动选择，然后单击

将显示“浏览 VMware 虚拟机”屏幕。可以在“输入 VMware 主机名”字段中键入主机名，

“新建”。

或单击“浏览并选择虚拟机”。

注意：“备份选择”选项卡设置为 ALL_LOCAL_DRIVES。无法指定单个驱动器。
请参见第 66 页的“浏览 VMware 虚拟机”。
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 选择该选项后，NetBackup 可以根据您输入的过滤条件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下列主题
查询自动选择
介绍了如何指定条件：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请参见第 85 页的“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注意：“备份选择”选项卡已填充来自查询的过滤规则。NetBackup 使用
ALL_LOCAL_DRIVES 指令备份虚拟机。
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

启用驻留在 vCloud 环境中的虚拟机的备份。需要虚拟机的自动选择。
使用此选项，策略将仅选择 vCloud 管理的虚拟机进行备份：将跳过不在 vCloud 中的虚拟
机。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要执行虚拟机自动选择 该主机将会发现虚拟机并根据查询规则自动选择它们进行备份。
的 NetBackup 主机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注意：“安装软件”选项用于在 UNIX 信任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
件。 此选项不适用于虚拟机。

10 当您单击“确定”时，验证进程将检查策略并报告任何错误。 如果您单击“取
消”，将不执行任何验证。

“属性”选项卡上的“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对
于 VMware）
“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选项的操作方式如下所示，具体取决于策略如何选择虚
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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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动选择虚拟机的策略（查询生成器）
“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选项控制为策略同时运行的父（发现）作业数量。此选
项不限制父作业启动的快照作业和备份 (bpbkar) 作业的数量。例如，如果将此选项
设置为 1，并开始对发现 100 台虚拟机的策略进行备份，则允许同时执行这 100 台
虚拟机中每一台虚拟机的所有快照作业和备份作业。“限制每个策略作业数”仅针
对初始发现作业计数。如果要开始该策略的第二个备份，则直到第一个备份的所有
子作业都完成后，才能启动其发现作业。

对于使用虚拟机手动选择的策略
“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控制策略可以同时备份的虚拟机数量。由于不需要发现
作业，因此每台虚拟机的备份从快照作业开始。“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设置适
用于每个快照计数。如果将此选项设置为 1，则直到第一个快照作业及其备份完成
后，才能开始策略中指定的下一台虚拟机的备份。
请参见第 46 页的“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全局限制”。

VMware 选项卡上的备份选项
在管理控制台中，当您选择 VMware 作为策略类型时，将会显示 VMware 选项卡。
下列主题介绍了 VMware 备份选项。

VMware 备份主机
VMware 备份主机是代表虚拟机执行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
表 5-1

VMware 备份主机选择

选项

描述

备份介质服务器

此选项使在策略中选择的介质服务器可以作为备份主机运行。 （存储单元可确定介质服务
器的选择。）要作为备份主机运行，介质服务器必须包含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注意：在策略中指定的存储单元对于您的介质服务器必须是唯一的。如果该存储单元在其
他介质服务器上也可用，快照将无法成功执行。

注意：如果选择“备份介质服务器”选项，NetBackup 将无法确定要执行策略验证的主
机。 要验证该策略，请暂时选择其中一个可能的介质服务器作为备份主机（请勿选择“备
份介质服务器”）。 成功验证该策略后，请将备份主机重置为“备份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7 页的“介质服务器作为备份主机或发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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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backup_host_name

选择要执行备份的备份主机。
下拉类别包含支持作为备份主机的任何介质服务器。还包含在“主机属性”>“VMware 访
问主机”下的管理控制台中添加的 NetBackup 客户端。
关于受支持备份主机平台的列表，请参见下列位置中提供的“NetBackup 软件兼容性列
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第 39 页的“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中”。

“优化”选项 (VMware)
以下选项设置 VMware 虚拟机备份的类型和范围。
表 5-2
选项

优化

描述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 此选项允许从备份还原单个文件。无论是否使用此选项，都可以还原整个虚拟机。
还可以使用此选项进行增量式备份：在策略日程表中，选择差异增量式备份或累积增量式
备份。
要执行到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的 VMware 备份，请选择此选项。此选项可提供最佳的重
复数据删除率。
要备份包含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的虚拟机，请禁用此选项。另
外，请确保禁用了“排除已删除的块”选项。

注意：对于 Linux 虚拟机，LVM 卷的名称可以包含下列任意特殊字符：. （句点）、_（下
划线）、-（连字符）。 不支持其他特殊字符。如果卷名中使用了其他特殊字符，“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将不起作用。 因此，将无法还原来自该卷的各个文件。
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

适用于虚拟机的块级备份。此选项会减小备份映像的大小。
对于 Exchange、SQL 和 SharePoint 代理，如果启用“使用加速器”，则此选项将会选择
并灰显。
在“属性”选项卡上，“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将会自动选择并灰显。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块级备份 (BLIB)：完全备份与增量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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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排除已删除的块

通过排除虚拟机上文件系统中所有未使用的或已删除的块，减小备份映像的大小。此选项
支持以下文件系统： Windows NTFS 以及 Linux ext2、ext3 和 ext4。
该选项使用专属的映射技术识别文件系统中的空闲扇区（已分配但为空）。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减小 VMware 备份的大小”。
要备份包含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的虚拟机，请禁用此选项。此
外，请确保“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已禁用。

排除交换文件和分页文件 通过排除来宾操作系统分页文件 (Windows) 或交换文件 (Linux) 中的数据减小备份映像的
大小。

注意：此选项不会从备份中排除交换和分页文件：它只排除这些文件中的数据。如果文件
已还原，它们会还原为空文件。

注意：对于 Linux 虚拟机，此选项会在还原虚拟机时禁用交换文件。 必须在还原虚拟机后
重新配置交换文件。 要允许还原虚拟机并启用其交换文件，请不要选择“排除交换文件和
分页文件”。

“主 VM 标识符”选项 (VMware)
此设置指定在 NetBackup 在选择虚拟机进行备份时用于识别这些虚拟机的名称类
型。
表 5-3

主 VM 标识符

选项

描述

VM 主机名

虚拟机的网络主机名。 （这是默认选项。） NetBackup 通过对虚拟机 IP 地址执行反
向查找来获取主机名。

注意：为了使 NetBackup 能够查找 IP 地址，必须已启动虚拟机。
如果找不到任何主机名，则将 IP 地址用作主机名。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防止由 DNS 问题引起的浏览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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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VM 显示名称

虚拟机在 VMware 界面中的显示名称。 创建虚拟机时会为其分配一个显示名称。
当 NetBackup 策略中包含虚拟机时，对于允许在虚拟机显示名称中使用的字符会有限
制。
请参见第 33 页的“NetBackup 对虚拟机显示名称及其他 vSphere 对象的字符限制”。

注意：该限制还适用于其他 vSphere 对象，例如软盘映像名称、并行端口或串行端口
文件名以及 CD-ROM ISO 名称。
VMware 环境中的每个显示名称都必须唯一。
请参见第 26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64 页的“还原单个文件”。
VM BIOS UUID

创建虚拟机时为其分配的 ID。 此 ID 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不是唯一的，具体取决于
虚拟机是否已被复制。提供此选项是为了与使用较旧 VM UUID 标识符的策略兼容。

VM DNS 名称

虚拟机的 VMware DNS 名称。 在 vSphere Client 中，此名称显示在虚拟机的“摘要”
选项卡上。

注意：此名称不一定与虚拟机的 IP 地址关联。 VMware Tools 从在虚拟机中配置的主
机名获取此名称。 有关此名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来宾操作系统的文档。
VM 实例 UUID

创建虚拟机时为其分配的全局唯一 ID。 此 ID 可唯一标识 vCenter Server 内的虚拟机。
即使虚拟机已被复制（例如在 vCloud 内），只有原始虚拟机会保留此实例 ID（虚拟机
副本会被分配其他实例 UUID）。
建议使用此选项而不是 VM BIOS UUID 选项。

现有快照处理选项 (VMware)
此选项指定 NetBackup 在为虚拟机备份创建新快照之前发现快照时 NetBackup 执
行的操作。创建快照后，NetBackup 通常会在备份完成时删除该快照。如果未自动
删除快照（不论是否由 NetBackup 创建），虚拟机的性能可能最终会下降。
未删除的快照可能会由于磁盘空间不足而导致还原失败。如果在多个 DataStore 上
配置了虚拟机，并且备份虚拟机时上面存在遗留的快照，请注意：NetBackup 会尝
试将所有 .vmdk 文件还原到快照 DataStore。结果，DataStore 可能没有足够的空
间容纳这些 .vmdk 文件，从而造成还原失败。（对于成功的还原，可以将虚拟机还
原到备用位置。使用“虚拟机恢复”对话框中的“存储目标”对话框可为 .vmdk 文
件选择 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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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快照处理：选项

表 5-4
选项

描述

继续备份

NetBackup 会忽略所有现有的虚拟机快照（包括 NetBackup 以前创建的快照），
继续执行快照创建和备份作业。

存在任何快照时中止

如果虚拟机上存在任何快照，NetBackup 仅会中止该虚拟机的作业。

删除 NetBackup 快照并继续备份 如果存在 NetBackup 备份先前创建的虚拟机快照：NetBackup 将删除旧快照，创
建更新的快照，并继续执行虚拟机备份操作。
存在 NetBackup 快照时中止

如果存在 NetBackup 备份先前创建的虚拟机快照，NetBackup 将仅中止该虚拟机
的作业。
（这是默认选项。）

“传输模式”选项 (VMware)
传输模式确定快照数据从 VMware DataStore 传送到 VMware 备份主机的方式。适
合的模式部分取决于连接 VMware DataStore 与 VMware 备份主机的网络的类型。
默认情况下，选择所有模式。NetBackup 将从上向下按顺序尝试每种传输模式。它
将使用可成功用于虚拟机中所有磁盘的第一种模式。
表 5-5

传输模式

模式

描述

SAN

适于通过光纤通道 (SAN) 或 iSCSI 的未加密传输。

注意：使用 VMware Virtual Volume (VVol) 的虚拟机不支持此模式。
请参见第 30 页的“VMware 虚拟卷 (VVol) 的注意事项”。
hotadd

允许您在虚拟机中运行 VMware 备份主机。
请参见第 35 页的“有关 hotadd 传输模式的说明”。

注意：对于使用 VVol 的虚拟机，虚拟机和备份主机 (hotadd) 虚拟机必须位于同一 VVol 数据存储。
有关此传输模式以及在 VMware 虚拟机中安装备份主机的说明，请参见 VMware 文档。
nbd

适于本地网络上使用网络块设备 (NBD) 驱动程序协议的未加密传输。这种模式的传输通常比光纤通
道传输方式要慢。

nbdssl

适于使用网络块设备 (NBD) 驱动程序协议的本地网络上的加密传输 (SSL)， 这种模式的传输通常比
光纤通道传输方式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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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描述

“上移”、

使用这两个选项可更改 NetBackup 尝试每个选定模式的顺序。 突出显示某种模式并单击“上移”或

“下移”

“下移”。
例如：假定选择了所有四种传输模式，顺序为 SAN、hotadd、nbd 和 nbdssl。 如果其中一个虚拟磁
盘无法使用 SAN 进行访问，将不对虚拟机的任何磁盘使用 SAN 传输模式。 之后，NetBackup 将尝
试对所有磁盘使用 hotadd 模式。NetBackup 继续尝试每种模式，直到找到可成功用于所有磁盘的类
型。

应用程序保护选项 (VMware)
要对位于虚拟机的数据库数据启用文件级恢复，请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这些选
项适用于虚拟机的完全备份；它们不适用于增量式备份。
表 5-6

应用程序保护选项

数据库选项

描述

启用 Exchange 恢复

此选项启用从虚拟机备份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或邮箱邮件。 如果禁用了此选项，您可以从
备份恢复整个虚拟机，但是无法逐个恢复数据库或邮箱邮件。
要使用“启用 Exchange 恢复”选项，您必须启用“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管理指南》。

截断日志

对于 Exchange，当虚拟机快照完成时，此选项会截断事务日志。 截断日志可释放虚拟机中
的磁盘空间。

注意：要使用此选项，请在虚拟机上安装 VSS 提供程序。 有关如何安装 VSS 提供程序的
说明，请参考《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不选择“截断日志”，则不会截断日志。
启用 SQL Server 恢复 此选项启用从虚拟机备份中的 SQL Server 数据恢复单个文件。如果禁用了此选项，您可以
从备份恢复整个虚拟机，但是无法逐个恢复 SQL Server 文件。
要使用“启用 SQL Server 恢复”选项，您必须启用“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for SQL Server 管理指南》。
截断日志

对于 SQL Server，当备份发生时，此选项会截断事务日志。 截断日志可释放虚拟机中的磁
盘空间。

注意：要使用此选项，请在虚拟机上安装 VSS 提供程序。 有关如何安装此提供程序的说
明，请参考《NetBackup for SQL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不选择“截断日志”，则不会截断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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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选项

描述

启用 SharePoint 恢复 此选项启用从虚拟机备份恢复 SharePoint 对象。 如果禁用了此选项，您可以从备份恢复整
个虚拟机，但是无法逐个恢复 SharePoint 对象。
要使用“启用 SharePoint 恢复”选项，您必须启用“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for SharePoint Server 管理指南》。

“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
在“VMware 策略”选项卡上单击“高级...”时，将显示此对话框。
可以使用“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设置 VMware 备份的以下附加参数。在大
多数情况下，最佳设置为默认值。
表 5-7

VMware 高级属性

配置参数

描述

虚拟机静默

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接受默认设置。
NetBackup 创建快照之前，虚拟机上的 I/O 处于静默状态。如果不静默文件活动，就无法保证快
照的数据一致性。如果不一致，备份的数据可能就具有很小的价值或没有价值。
如果禁用此选项，则在不静默虚拟机上 I/O 的情况下创建快照。在这种情况下，您自己必须执行
备份数据的数据一致性检查。
警告：Veritas 建议您不要禁用静默。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启用此选项。

注意： 要使用此选项，必须在虚拟机上安装 VMware Tools。
注意：要对 Linux 虚拟机使用此选项，还必须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310 页的“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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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描述

虚拟磁盘选择

确定备份中包括虚拟机上的哪种磁盘。此选项可以减小备份的大小，但是应该小心使用。这些选
项仅适用于具有多个虚拟磁盘的虚拟机。
可用选项如下：
■

■

包括所有磁盘
备份为虚拟机配置的所有虚拟磁盘。
排除引导磁盘
虚拟机的引导磁盘（例如 C 驱动器）将不包括在备份中。将备份所有其他磁盘（例如 D）。
如果您有其他方式重新创建引导磁盘，例如引导驱动器的虚拟机模板，请考虑使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64 页的“关于虚拟磁盘选择的排除磁盘选项”。

注意：从此备份还原的虚拟机无法启动。 可以使用所还原数据磁盘中的数据文件。
■

排除数据磁盘
按照此策略，虚拟机的数据磁盘（例如 D 驱动器）将不包括在备份中。仅备份引导磁盘。仅
当您有备份数据磁盘的其他策略时，才考虑使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64 页的“关于虚拟磁盘选择的排除磁盘选项”。

注意：从该备份还原虚拟机后，数据磁盘的虚拟机数据可能会丢失或不完整。
请参见第 66 页的“从排除引导磁盘或数据磁盘的备份中还原数据”。
忽略无盘 VM

如果启用此选项：
NetBackup 不会在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SRM) 环境中备份复制（被动）的 VM，如
果该 VM 没有 vmdk 文件。NetBackup 跳过该 VM，然后备份具有 vmdk 文件的对应活动 VM。
请注意，没有 vmdk 文件的虚拟机可以出现在 vCenter SRM 环境中。如果复制虚拟机从未处于活
动状态，则它处于被动模式，且可能没有 vmdk 文件。

注意：如果启用此选项，且 NetBackup 无法访问运行活动虚拟机的 vCenter：查询生成器策略
便可无错运行；不会尝试备份虚拟机。对于使用手动选择虚拟机的策略，备份失败并显示状态
156，因为无法找到虚拟机。
如果禁用此选项：
NetBackup 将尝试备份虚拟机，无论其是否具有 vmdk 文件。如果虚拟机没有 vmdk 文件，备份
失败并显示状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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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描述

发布 vCenter 事件 使 NetBackup 能够将备份相关事件发送到 vCenter Server。这些事件显示在 vSphere Client 中
“任务和事件”选项卡上的“主目录”>“清点”>“主机和群集”下。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在 vSphere Client 中查看 NetBackup 活动”。
可用选项如下：
■

所有事件：NetBackup 在每次备份成功或失败时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Server。这是默认设
置。

■

无事件：禁用“发布 vCenter 事件”选项。NetBackup 不将任何事件发布到 vCenter Server。

■

错误事件：NetBackup 仅在备份失败时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Server。

我们提供了有关“发布 vCenter 事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3 页的“关于“发布 Post vCenter 事件”选项（VMware 高级属性）”。
每个策略有多个组
织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处于禁用状态。如果启用该选项，查询规则可从不同的 vCloud Director 组织
中选择虚拟机，然后将其备份到同一存储单元。
如果不想将不同的组织的虚拟机备份存储到同一个驱动器，请将此选项保留为禁用状态。

忽略即时恢复 VM

如果启用此选项（默认设置）：如果虚拟机从 NetBackup NFS DataStore 运行，则 NetBackup
会跳过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功能还原的所有虚拟机。
当虚拟机数据文件已迁移至生产 Datastore 时，可备份虚拟机。
NetBackup 根据下列条件标识即时恢复虚拟机：
■

虚拟机具有名为 NBU_IR_SNAPSHOT 的快照，

■

而且虚拟机从 Datastore 运行，且 Datastore 的名称以 NBU_IR_ 开头。

如果虚拟机符合所有这些条件，则当启用此选项时不会对该虚拟机进行备份。
如果禁用此选项：即使虚拟机从 NetBackup NFS DataStore 运行，NetBackup 也会备份此虚拟
机。
快照重试计数

设置重试快照的次数。默认值为 10。范围介于 0 到 100 之间。
此选项以及快照超时和快照创建间隔在创建快照时可提供灵活性。对于多数环境，默认值通常是
最佳的。在特殊情况下，对于调整这些设置可能会有帮助。示例注意事项包括虚拟机的大小，以
及 VMware 服务器上的处理负载。

快照超时（分钟）

设置完成快照的超时期限（分钟）。默认值为 0，表示没有超时。
如果快照未完成，请将此选项设置为特定的期限来强制超时。考虑使用快照创建间隔在以后重试
快照。

快照创建间隔
（秒）

确定重试快照前的等待时间（秒）。默认值为 10 秒。范围为从 0 到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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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描述

VMware 服务器列 为此策略指定与 NetBackup 通信的虚拟机服务器列表（以冒号分隔）。在大型虚拟环境中，您可
表
以使用此列表来提高备份性能：NetBackup 仅与此列表中的服务器通信。例如，从列表排除不包
含依照此策略备份的虚拟机的所有 vCenter 或 vCloud 服务器。此外，如果虚拟机的副本存在于
不同的服务器上：如果驻留在此列表不包含的服务器上，则不会备份副本。

注意：每个主机名必须与 NetBackup 凭据中所配置的名称完全匹配。
注意：使用冒号 (:) 而非逗号 (,) 来分隔这些名称。
此选项不影响以下任何一项：在查询生成器中列出所有用于虚拟机自动选择的可能值，或者浏览
虚拟机来手动选择。
如果列表为空（默认值），则 NetBackup 会与虚拟环境中的所有服务器通信。
如果无法估计，将
标记视为未设置

标记 在 VMware vCenter 版本 5.1 中便已引入。与标记服务通信的 API 直到 VMware vCenter 版
本 6.0 才发布。从 VMware vCenter 版本 6.0 开始，NetBackup for VMware 支持分配给虚拟机对
象的标记。
如果您有一个混合 vCenter 环境（如 5.1、5.5 和 6.0），则可使用此配置参数修改 NetBackup 如
何处理 vCenter 版本 5.1/5.5 的标记。此配置参数还适用于凭据已添加到“虚拟机服务器”列表
中的所有 ESXi 主机版本。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处于禁用状态。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中使用标记字段且策略搜索混合
vCenter 环境中的虚拟机时，如果需要评估查询的标记部分以制定包括或排除决策，NetBackup
会将从 vCenter Server 5.1/5.5 和 ESXi 主机发现的虚拟机报告为失败。
启用此选项时，NetBackup 将标记视为“未设置”。 如果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中使用标记
字段且策略搜索混合 vCenter 环境中的虚拟机，NetBackup 会评估查询的标记部分，就好像从
vCenter Server 5.1、5.5 和 ESXi 发现的虚拟机上未设置标记一样。

关于“发布 Post vCenter 事件”选项（VMware 高级属性）
“发布 Post vCenter 事件”选项位于 NetBackup 策略的“VMware - 高级属性”
对话框中。 （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上，单击“高级...”。）
“发布 Post vCenter 事件”使 NetBackup 能够将备份相关事件发送到 vCenter
Server。
注意：要向 vCenter 发布事件，NetBackup 必须通过 vCenter Server 执行备份。如
果 NetBackup 直接访问 ESX Server，备份信息将无法显示在 vSphere Client 中。

注意：必须在 vCenter 中设置所需权限：
请参见第 45 页的“设置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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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 vSphere 管理员创建了名为 NB_LAST_BACKUP 的全局类型属性，则
NetBackup 无法将备份事件发布到该属性。您必须从 vSphere 中删除
NB_LAST_BACKUP 属性。确保将“发布 Post vCenter 事件”设置为“所有事
件”或“错误事件”。 在下次备份时，NetBackup 将创建虚拟机类型的
NB_LAST_BACKUP 属性，并将事件发布到该属性。
“发布 Post vCenter 事件”还记录上次成功备份虚拟机的日期和时间：
■

日期和时间作为自定义属性显示在 vSphere Client 中“摘要”选项卡上的“注
释”下。该属性标记为 NB_LAST_BACKUP。

■

日期和时间出现在 vSphere Web Client 的“虚拟机”显示区域中。

也可使用 NetBackup vCenter 插件查看事件：
■

这些事件显示在 vSphere Client 中的“主目录”>“清点”>“主机和群集”下。
选择一个 vSphere 对象并单击 Symantec NetBackup。

■

这些事件显示在 vSphere Web Client 中的“主机和群集”>“监视”下。选择
一个 vSphere 对象并单击 Symantec NetBackup。

有关如何安装和使用 NetBackup 插件的说明，请参见下列指南：
适用于 VMware vCenter 的 NetBackup 插件指南

《适用于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的 NetBackup 插件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虚拟磁盘选择的排除磁盘选项
“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包含一个名为“虚拟磁盘选择”的选项。 默认设置
为“包括所有磁盘”。 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使用此设置。
其他选项是“排除引导磁盘”和“排除数据磁盘”。 这些选项供具有多个虚拟磁盘
的虚拟机使用。 应小心使用这些选项。
要排除引导磁盘或数据磁盘，请注意以下要求：
■

虚拟机必须有多个磁盘。

■

NetBackup 必须能够识别引导磁盘。

■

引导磁盘不能是托管卷（Windows LDM 或 Linux LVM）的一部分。 该引导磁盘
必须完全包含在单个磁盘中。

引导磁盘必须包括以下各项：
■

引导分区。

■

系统目录（Windows 系统目录或 Linux 引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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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排除磁盘选项仅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

“排除引导磁盘”：如果您有其他方式重新创建引导磁盘，例如引导驱动器的
虚拟机模板，请考虑使用此选项。如果启用了“排除引导磁盘”，则策略不会
备份引导磁盘。
注意：从该备份还原虚拟机后，引导磁盘的虚拟机数据可能会丢失或不完整。
请注意有关“排除引导磁盘”的以下几点：

■

■

如果虚拟机有一个引导磁盘，但没有其他磁盘，则将备份该引导磁盘。 不会
排除该引导磁盘。

■

如果虚拟机的引导磁盘是一个独立磁盘，但该虚拟机没有其他磁盘，则将备
份该引导驱动器。 但是，还原的引导驱动器不包含任何数据，因为 NetBackup
无法备份独立磁盘中的数据。

■

如果虚拟机有引导驱动器和独立驱动器，将不会备份引导驱动器。 只有独立
驱动器会包含在备份中。 由于 NetBackup 无法备份独立磁盘中的数据，因
此还原的独立磁盘不包含任何数据。 请参考以下主题中的有关独立磁盘的说
明：
请参见第 19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

在下一次备份之前添加虚拟磁盘并更改此选项可能会产生意外结果。
请参见第 66 页的“虚拟磁盘选择选项：禁忌事项示例”。

“排除数据磁盘”：如果您有备份数据磁盘的其他策略或其他备份程序，请考
虑使用此选项。如果在策略中启用了“排除数据磁盘”，则该策略不会备份数
据磁盘。
请注意有关“排除数据磁盘”的以下几点：
■

如果虚拟机只有一个磁盘（如 C:），则将备份该驱动器。不会排除该引导磁
盘。

■

如果虚拟机的引导磁盘是一个独立磁盘，并且该虚拟机有单独的数据磁盘，
则将备份该引导磁盘。 但是，还原的引导磁盘不包含任何数据，因为
NetBackup 无法备份独立磁盘中的数据。

注意：从该备份还原虚拟机后，数据磁盘的虚拟机数据可能会丢失或不完整。

小心：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则，则使用排除磁盘选项可能会产生意外结果。
以下主题包含有关排除磁盘选项的重要指导：
请参见第 66 页的“虚拟磁盘选择选项：禁忌事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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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66 页的“从排除引导磁盘或数据磁盘的备份中还原数据”。

虚拟磁盘选择选项：禁忌事项示例
应慎用“虚拟磁盘选择”选项。例如，如果将磁盘添加到虚拟机并更改“虚拟磁盘
选择”设置，请注意：下一次备份可能不会捕获处于预期状态的虚拟机。在使用
“虚拟磁盘选择”从将来的备份中排除磁盘之前，应备份整个虚拟机（“包括所有
磁盘”）。

从排除引导磁盘或数据磁盘的备份中还原数据
如果策略的“虚拟磁盘选择”选项排除了引导磁盘或数据磁盘，可以还原已备份的
数据，如下所示：
■

如果在备份策略上启用了“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可以从没有排除虚拟
磁盘选择选项的虚拟机部分中还原单个文件。
请参见第 164 页的“还原单个文件”。

■

如果将“虚拟磁盘选择”选项设置为“排除引导磁盘”：可以还原虚拟机，并
将已还原数据磁盘移到其他虚拟机上。

浏览 VMware 虚拟机
配置 NetBackup 策略时，可以使用“浏览虚拟机”屏幕来选择用于备份的虚拟机。
您可以手动输入虚拟机的主机名，或浏览并从列表中选择。
此外，NetBackup 还可以根据一系列条件自动选择虚拟机。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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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VM 显示名称（或 VM 主机名、VM BIOS UUID、VM DNS 名称、VM 实例
UUID）
如果要手动输入虚拟机名称或其他标识符，请单击此选项。名称的格式取决于
您的系统。 它可能是个完全限定的名称或另一个名称，具体取决于您的网络配
置以及该名称在来宾操作系统中的定义方式。 如果 NetBackup 找不到您输入的
名称，则策略验证失败。
注意：要输入的名称类型取决于该策略 VMware 选项卡中的“主 VM 标识符”
设置。
要输入主机名，请确保没有选择“浏览虚拟机”。

■

浏览虚拟机
单击此选项可发现 vCenter Server、群集、数据中心、vApp 和 ESX Server（显
示在左窗格中）。 可以从列表（在右窗格中）中选择虚拟机。
NetBackup 为 vSphere 对象使用下列图标：
vCenter Server

DataCenter

Cluster

vApp

ESX Server

虚拟机（关闭）

虚拟机（启动）

虚拟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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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App 中包含的虚拟机与其他虚拟机一起显示在右窗格中。
所列出的虚拟机名称可能来自某个缓存文件。 如果您所在的站点有大量虚拟机，
则使用缓存文件要比在网络中重新发现虚拟机要快。
如果 NetBackup 无法获取虚拟机的 IP 地址，则主机名和 IP 地址显示为 NONE。
请注意，在主服务器的策略中，虚拟机主机名或显示名称必须唯一：
请参见第 72 页的“虚拟机主机名和显示名称在主服务器策略中必须唯一”。
■

上次更新时间
要更新缓存文件并重新显示虚拟机，请单击“上次更新时间”字段右侧的刷新
图标。 此字段显示包含虚拟机名称的最新缓存文件的日期和时间。
要让 NetBackup 访问虚拟机，请注意以下几点：

■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具有用于 VMware vCenter 或 ESX Server 的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DNS 问题可能会阻止发现虚拟机或降低发现速度。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防止由 DNS 问题引起的浏览延迟”。

■

要限制搜索特定 vCenter 或 ESX Server，可以创建 BACKUP 注册表条目作为
排除列表。 排除不需要的服务器可以显著提高搜索虚拟机的速度。
请参见第 70 页的“浏览虚拟机时限制 NetBackup Search 的 VMware 服务
器”。

■

浏览超时值不能设置得太低。
请参见第 227 页的“更改虚拟机发现的浏览超时”。

VM 主机名、显示名称、DNS 名称、实例 UUID 等。
在左窗格中选择 ESX Server 时，关于其虚拟机的信息将出现在右窗格的列中。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右窗格更改这些列的排列：

以下是各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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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主机名

虚拟机的主机名。

显示名称

虚拟机的显示名称。

实例 UUID

虚拟机的 UUID。

BIOS UUID

虚拟机的 BIOS UUID。

DNS 名称

虚拟机的 VMware DNS 名称。 在 vSphere Client 中，此
名称显示在虚拟机的“摘要”选项卡上。
请参见第 56 页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 (VMware)”。

IP 地址

虚拟机的 IP 地址。

操作系统

在创建虚拟机时定义的来宾操作系统。

DataStore

用于存储虚拟机配置文件的 DataStore。 如果 DataStore
在某个 DataStore 群集中，则 NetBackup 将显示该
DataStore 的名称（而不是群集的名称）。

电源

虚拟机在上次被发现时的启动/关机状态。

RDM 状态

显示虚拟机有一个处于原始设备映射模式 (RDM) 的物理磁
盘还是有一个独立驱动器。

更改跟踪支持

显示虚拟机是否支持 VMware 的“块更改跟踪”功能（用
于 BLIB）。 “块更改跟踪”需要 ESX Server 4.0 和虚拟
机 vmx-07 或更高版本。

虚拟中心名称

管理 ESX Server 的 vCenter Server（也出现在左窗格
中）。

Template

显示虚拟机是否为模板。

“客户端”选项卡中列出了您选择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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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虚拟机时限制 NetBackup Search 的 VMware 服
务器
作为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一部分，您必须指定要进行备份的是哪些虚拟机。方法
之一是使 NetBackup Search 网络并列出所有可用虚拟机。但是，如果您的 VMware
环境中包含许多 VMware 服务器和虚拟机，可能会花费较长的时间搜索和列出所有
可用虚拟机。例如，假设环境中有 10 台 vCenter Server。 要对 10 台 vCenter
Server 中的一台的虚拟机进行备份，并不需要浏览 10 台服务器上的虚拟机。
要加速浏览，可从搜索中排除特定 VMware 服务器。NetBackup 在探查网络中的虚
拟机时，仅查询备份主机的排除列表中未列出的 VMware 服务器。
根据备份主机的平台（Windows 或 Linux），使用以下过程之一。
通过 Windows 备份主机限制 NetBackup 发现的 VMware 服务器数

1

在备份主机的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运行”，并输入 regedit。

2

为了安全起见，请对当前注册表进行备份（“文件”>“导出”）。

3

转到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然后创建名为 BACKUP 的项。

4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然后单击“新建”>“字符串值”。输入 excludeVMservers
作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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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键单击 excludeVMservers 名称，然后单击“修改”。

6

在“编辑字符串”对话框中输入 NetBackup 浏览网络时不查询的 VMware 服
务器列表（以逗号分隔）。请勿输入空格。可输入 vCenter Server 和各个 ESX
Server。

请注意：排除列表在下次备份中使用。如果任何 bpfis 进程正在运行，则排除
列表对它们没有影响。
排除列表仅适用于此备份主机。NetBackup 在浏览查找虚拟机以将其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策略“浏览虚拟机”对话框中列出时，并不查询排除
的服务器。

71

为 VMwar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虚拟机主机名和显示名称在主服务器策略中必须唯一

通过 Linux 备份主机限制 NetBackup 发现的 VMware 服务器数

1

在 Linux 备份主机上，创建（或打开）下列文件：
/usr/openv/netbackup/virtualization.conf

2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文件中：
[BACKUP]
"excludeVMservers"="server1,server2,server3"

其中，server1,server2,server3 是在 NetBackup 浏览网络时不查询的 VMware
服务器列表（以逗号分隔）。请勿输入空格。可输入 vCenter Server 和各个
ESX Server。
请注意：如果此文件已经包含 [BACKUP] 行，则不要添加其他 [BACKUP] 行。
[BACKUP] 下已经存在的任何其他行应保持不变。

3

保存文件。
请注意：排除列表在下次备份中使用。如果任何 bpfis 进程正在运行，则排除
列表对它们没有影响。
排除列表仅适用于此备份主机。NetBackup 在浏览查找虚拟机以将其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策略“浏览虚拟机”对话框中列出时，并不查询排除
的服务器。

此外，NetBackup 还可以根据一系列条件自动选择虚拟机。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虚拟机主机名和显示名称在主服务器策略中必须唯一
某些 VMware 环境不要求虚拟机具有唯一名称。例如，vCenter Server 内的虚拟机
可以与其他 vCenter Server 中的虚拟机具有相同的主机名或显示名称。作为 vCenter
Server 内虚拟资源的逻辑分组的数据中心也是如此。虚拟机主机名或显示名称在一
个数据中心中必须具有唯一性。它们在同一个 vCenter 的两个数据中心之间不需要
具有唯一性。数据中心 A 中可存在名为 VM1 的虚拟机。在同一 vCenter Server 上
的数据中心 B 中可以存在另一个虚拟机（同样名为 VM1）。
然而，如果将同一 NetBackup 主服务器配置为通过相同主机名或显示名称备份虚拟
机，那么在以下情况下，同名的虚拟机就会带来问题。通过特定 NetBackup 主服务
器进行备份的虚拟机必须在所有策略中具有唯一标识。
要备份两个名为 VM1 的虚拟机，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更改它们的 VMware 名称，使其在主服务器的策略中唯一。

■

将策略配置为通过虚拟机的 UUID 来识别虚拟机。使用适合于您的虚拟机环境的
UUID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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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6 页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 (VMware)”。

“主 VM 标识符”选项与手动选择虚拟机
本主题适用于在 NetBackup“浏览 虚拟机”屏幕上手动选择虚拟机的情况。
更改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值可能会影响备份。如果更改此选项，则可能必须在
“客户端”选项卡上删除所选的虚拟机，然后重新输入它们。否则，NetBackup 可
能无法再识别要备份的虚拟机。
例如，不能使用“客户端”选项卡中的主机名，并且在以下情况中不对虚拟机进行
备份：
■

如果您将“主 VM 标识符”从“VM 主机名”更改为“VM 显示名称”，以及

■

虚拟机的显示名称与主机名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删除“客户端”选项卡上的主机名条目，然后浏览网络以通过显示
名称选择虚拟机。
请参见第 66 页的“浏览 VMware 虚拟机”。
注意：创建虚拟机时，对主机名和显示名称使用相同的名称。如果更改“主 VM 标
识符”，“客户端”选项卡上的现有条目仍然有效。
如果策略自动选择虚拟机，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关于虚拟机的增量式备份
NetBackup 支持在同一备份中进行完全虚拟机备份和文件级别增量式备份（“启用
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
使用 BLIB（“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时，可以更好地支持增量式备份。BLIB 要
求具备 ESX 4.x 以及版本为 vmx-07 或更高版本的虚拟机。
注意：只要启用了“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策略选项，就支持从完全备份和增
量式备份进行单个文件恢复。

注意：确保要备份的虚拟机与备份主机同步。否则，备份主机和虚拟机之间的时差
将导致某些更改的数据未能包括在备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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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增量式备份，您不必在 VMware 备份主机上为时间戳配置客户端。
VMware 策略将自动默认使用时间戳。

配置增量式备份
使用以下过程备份虚拟机。
配置虚拟机的增量式备份

1

在 NetBackup 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中选择 VMware 策略类型。

2

在 VMware 选项卡上，选择 VMware 备份主机。

3

可选：对于 BLIB，请选择“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

4

选择“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
我们提供了有关 VMware 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ware 选项卡上的备份选项”。

5

单击“确定”。

6

在“日程表”选项卡上选择“差异增量式备份”或“累积增量式备份”。

7

填写“客户端”选项卡。

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
要备份包含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的虚拟机，请确保在
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上禁用以下选项：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
排除已删除的块。
注意：如果虚拟机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则不支持从虚拟
机的完全备份中还原选定文件。
请参见第 26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关于旧的 NetBackup 策略和 7.x 之前的备份主机
NetBackup 7.x 主服务器可使用为 NetBackup 6.5.x 创建的策略。但是，NetBackup
不会将 6.5.x 选项转换为 7.x 选项。它按原样使用策略，不进行修改或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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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策略已更新为 7.x 选项，6.5.x 备份主机也会忽略这些选项。备份主机必须更新
到 7.x 才能识别和使用 7.x 策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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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

对 VMware 标记关联的支持和使用

■

NetBackup 查询规则的基本要点

■

有关虚拟机自动选择的重要说明

■

NetBackup 对虚拟机自动选择的要求

■

虚拟机的自动选择：任务概述

■

用于选择 VMware 虚拟机的选项

■

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

在基本模式下编辑现有查询

■

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

查询中的 AND 与 OR

■

NetBackup 查询生成器示例

■

查询中的 IsSet 运算符

■

关于通过多个策略选择虚拟机

■

查询中的运算顺序（优先级规则）

■

复合查询中的括号

■

资源池的查询规则

■

数据中心文件夹（主机文件夹）的查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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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名称的查询规则

■

标记的查询规则

■

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

VMware 的“测试查询”屏幕

■

测试查询：失败的虚拟机

■

“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

“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VM 名称”列的影响

■

刷新查询生成器中虚拟环境更改的显示

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自动根据一系列条件选择用于备份的虚拟机，而不需手动选
择。您可以在 NetBackup 策略“客户端”选项卡上的“查询生成器”中指定条件
（规则）。NetBackup 创建当前符合规则的虚拟机列表并将这些虚拟机添加到备
份。
此功能称为 VMware 智能策略。
虚拟机的自动选择具有以下优点：
■

简化了具有大型虚拟环境的站点的策略配置。
您不需要从冗长的主机列表中手动选择虚拟机：NetBackup 将选择符合策略查
询生成器中的选择规则的所有虚拟机。

■

允许备份列表随虚拟环境的变化进行更新。
不再需要每次添加或删除虚拟机时都修改备份列表。

■

备份时会动态选择虚拟机。

以下是自动虚拟机选择的示例：
表 6-1

自动虚拟机选择的示例

示例

描述

添加新虚拟机

在下一次备份时，该策略可以自动发现最近添加到
环境中的虚拟机。如果这些虚拟机与策略中配置的
查询规则匹配，将自动对它们进行备份。

将备份列表限制为当前已启动的虚拟机

如果某些虚拟机偶尔会关闭，则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自动从备份列表中排除这些虚拟机。在
NetBackup 发现的虚拟机中，它仅备份启动的虚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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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描述

根据物理边界备份虚拟机

物理边界的示例为 vCenter Server、ESX Server、
DataStore 和群集。例如，查询规则可以选择特定
的 ESX Server 中的所有虚拟机，以便该策略仅备
份这些虚拟机。

根据逻辑边界备份虚拟机

逻辑边界的示例为文件夹、vApp、模板和资源池。
例如，查询规则可以选择特定的文件夹中的所有虚
拟机，以便该策略仅备份这些虚拟机。

根据 VMware 标记备份虚拟机

NetBackup 可以根据用户分配的标记包括或排除虚
拟机。

对 VMware 标记关联的支持和使用
NetBackup 支持使用 VMware 标记选择虚拟机。将 VMware 智能策略配置为保护
虚拟机时，可以使用此功能。我们提供了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6 页的“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中使用标记的说明和限制”。
请参见第 99 页的“标记的查询规则”。
此外，NetBackup 还支持在使用 VMware 智能策略时借助虚拟机备份和还原 VMware
标记关联。与一台虚拟机关联的所有标记的标记关联元数据均可使用该虚拟机进行
备份。如果 vCenter Server 上存在这些标记，则虚拟机还原后会重新创建它们。我
们提供了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备份和还原 VMware 标记关联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69 页的“NetBackup 如何在还原时处理 VMware 标记关联”。

NetBackup 查询规则的基本要点
对于自动选择虚拟机，NetBackup 使用查询规则来确定选择哪些 VMware 虚拟机进
行备份。可在查询生成器中通过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创建规则。
查询规则包括以下内容：
■

关键字，例如 Displayname 或 Datacenter（可使用很多关键字）。
例如：要自动选择显示名称包含特定字符的虚拟机，则需要在规则中使用
Displayname 关键字。

■

运算符，例如 Contains、StartsWith 或 Equal。
运算符描述 NetBackup 如何分析关键字。例如：Displayname StartsWith 会
指示 NetBackup 查找以特定字符开头的显示名称。

■

关键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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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isplayname 关键字，值可能是 prod。在这种情况下，NetBackup 会查
找显示名称包含字符 prod 的虚拟机。
■

用于优化或扩展查询的可选联接元素（AND、AND NOT、OR、OR NOT）。

策略可使用这些元素来发现并选择虚拟机，以进行备份。
表 6-2包含一些规则示例。
表 6-2

规则示例

规则

描述

Displayname Contains "vm"

NetBackup 将选择显示名称中含有字符 vm 的虚拟机。

Displayname EndsWith "vm"

NetBackup 将选择显示名称结尾含有字符 vm 的虚拟
机。

Datacenter AnyOf
NetBackup 将选择使用 datacenter1 或 datacenter2 的
"datacenter1","datacenter2" 虚拟机。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NetBackup 仅选择当前已启动的虚拟机。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NetBackup 仅选择当前已启动的且带有 Production 标
AND Tag Equal "Production" 记的虚拟机。

有关虚拟机自动选择的重要说明
NetBackup 中的“虚拟机智能策略”功能是另一种通过策略选择 VMware 虚拟机的
方法。它代表着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方法的一种模式转变。与所有重大变革一样，
要有效使用该功能，需要预先做好规划和准备工作，并且要小心谨慎。
表 6-3

有关虚拟机自动选择的重要说明！

注意！

解释

谨慎创建规则…

您无需手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而是可以创建一些准则来自动选择虚拟机。这些准
则称为规则；可以在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输入规则。
当您创建规则后，NetBackup 将遵循这些规则进行操作。
如果规则规定：备份主机名包含 prod 的所有虚拟机，NetBackup 将遵照执行。当该策
略运行时，将自动选择并备份已添加到环境中并且主机名包含 prod 的所有虚拟机。名
称中不含 prod 的虚拟机则不进行备份。要自动备份其他虚拟机，您必须更改查询规则
（或创建附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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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解释

虚拟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备 如果在环境中临时添加了许多虚拟机，而这些虚拟机恰好在查询规则的范围内，则会
份时间。
备份这些虚拟机。因此，备份过程的运行时间可能要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

测试查询规则。

提前测试查询规则。策略包括一项“测试查询”功能，用于实现此测试目的。务必验
证查询是否按预期运行。否则，查询可能会无意中选择过多或过少的虚拟机。
此外，您可以使用 nbdiscover 命令测试查询。请参考《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注意：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可能会影响自动选择过程。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查询测试不会创建备份列表。 自动选择过程是动态的。虚拟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在备份运行时查询规则选择的虚
NetBackup 将在备份运行时创 拟机。
建备份列表。
注意： 如果虚拟机发生变化，选择进行备份的虚拟机可能与查询测试结果中列出的虚
拟机不同。

备份
列表
查询测试

备份
列表
备份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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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解释

策略不显示将要备份的虚拟机 如果手动选择虚拟机（通过“浏览虚拟机”屏幕），所选的虚拟机将列在策略的“客
的列表。
户端”选项卡上。 但当您使用查询生成器进行自动选择时，所选的虚拟机不会列在“客
户端”选项卡上。

使用活动监视器或
OpsCenter。

要查看已备份的虚拟机的列表，请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或 OpsCenter Web 界
面。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请参见第 123 页的“使用 OpsCenter 报告虚拟机备份”。

保存策略时，将不验证查询规 保存策略时，策略验证功能不会查阅查询规则并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由于虚拟环境
则。
有可能发生改变，因此必须等到备份运行时才会进行虚拟机选择。因此，当您保存策
略时，NetBackup 将不会对照备份列表检查策略属性。如果查询规则选择的虚拟机与
策略属性不兼容，策略验证将无法对该情况做出标记。当 NetBackup 在备份期间确认
备份列表时，这种不兼容便会显现出来。
例如，为“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BLIB) 配置了一个策略。BLIB 只对 vmx-07 或更高
版本的 ESX 4.0 虚拟机有效。如果查询规则选择了 vmx-07 之前版本的虚拟机，该策
略则无法备份该虚拟机。策略与虚拟机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在备份运行时显现出来，
而在验证策略时无法发现。活动监视器的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会指出哪些虚拟机可以备
份或者哪些不能备份。

策略

NetBackup 对虚拟机自动选择的要求
请注意对 VMware 虚拟机自动选择的以下要求：
■

运行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系统必须具有对 vCenter Server 的访问权限。

■

虚拟机自动选择不需要 NetBackup Enterprise Client 许可证以外的其他许可证。

■

在 NetBackup 7.6 及更高版本中，VMware vCloud Director 或 Replication Director
中的备份需要虚拟机自动选择。

■

要正常运行，查询生成器中的某些“字段”关键字需要 vSphere 4.0 或更高版本
或者 vCloud Director 5.1 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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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NetBackup 7.6 中添加的查询生成器关键字的最低 vCloud Director
版本要求

查询生成器中的字段关键字

vCloud Director 的最低版本要求

vCDCatalog

vCloud Director 5.1

vCDIsExpired
vCDIsvAppTemplate
vCDOrg
vCDOrgvDC
vCDServer
vCDvApp

表 6-5

NetBackup 7.5 中添加的查询生成器关键字的最低 vSphere 版本
要求

查询生成器中的字段关键字

vSphere 的最低版本要求

DatastoreFolder

vSphere 4.0

DatastoreNFSHost
DatastoreNFSPath
DatastoreType
NetworkFolder
VMXDatastoreFolder
VMXDatastoreNFSHost
VMXDatastoreNFSPath
VMXDatastoreType
DatastoreCluster

vSphere 5.0

所有其他关键字与适用于 vStorage 的 NetBackup 具有相同的 vSphere 要求。请参
见以下位置的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性列表中
的“虚拟系统兼容性”部分：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33647

虚拟机的自动选择：任务概述
本主题详细概述了如何针对 VMware 虚拟机的自动选择设置 NetBackup 策略。有
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跟踪表中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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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的自动选择：任务概述

表 6-6
配置自动选择的步骤

描述和说明

配置 VMware 策略

使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
请参见第 50 页的“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在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为虚拟机选择
设置规则

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单击“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
选择一个用于虚拟机选择的主机（默认为 VMware 备份主机）。
要添加规则，请使用查询生成器的下拉字段。
请参见第 85 页的“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请参见第 83 页的“用于选择 VMware 虚拟机的选项”。

测试规则

在查询生成器的“客户端”选项卡上单击“测试查询”。会根据规则将虚拟机
标记为已包括或已排除。

注意：虚拟机列表未保存在“客户端”选项卡中。
注意：查询规则也将显示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备份选择”已预先设置
为 All_LOCAL_DRIVES（未显示）。
此外，您可以使用 nbdiscover 命令测试查询。请参考《NetBackup 命令参
考指南》。
执行备份

执行策略时，NetBackup 将会查阅查询生成器中的规则，创建虚拟机列表，并
备份这些虚拟机。

检查备份

要查看备份了哪些虚拟机，请使用活动监视器，或者在 OpsCenter 中运行“虚
拟客户端摘要”报告。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请参见第 123 页的“使用 OpsCenter 报告虚拟机备份”。

用于选择 VMware 虚拟机的选项
本主题介绍策略“客户端”选项卡上或备份策略向导上的选项。
可以使用这些选项手动选择虚拟机，或将 NetBackup 配置为自动选择虚拟机。对于
自动选择，您需要在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指定选择条件（规则）。备份作业运行
时，NetBackup 发现当前满足条件的虚拟机并备份这些虚拟机。
提供了一个过程。
请参见第 85 页的“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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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虚拟机选择”

选项

描述

手动选择

单击此选项并单击“新建”，手动输入虚拟机名称或浏览列表并从中选择虚拟机名称。
请参见第 66 页的“浏览 VMware 虚拟机”。

注意：其他字段和选项用于虚拟机的自动选择。
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 单击此选项可允许 NetBackup 根据您在查询生成器中输入的规则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
查询自动选择
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

启用驻留在 vCloud 环境中的虚拟机的备份。需要虚拟机的自动选择。
使用此选项，策略将仅选择 vCloud 管理的虚拟机进行备份：将跳过不在 vCloud 中的虚拟
机。

要执行虚拟机自动选择 该主机将会发现虚拟机并根据您的查询规则自动选择它们进行备份。生成的列表确定将备份
的 NetBackup 主机
哪些虚拟机。
要将介质服务器指定为发现主机，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备份介质服务器”。

表 6-8

查询生成器

选项

描述

查询生成器 (联接、字
段、运算符、值)

使用这些下拉字段定义虚拟机自动选择的规则。从左到右，每个下拉字段都进一步定义了该
规则。
单击加号将规则添加到“查询”窗格中。
单击重置图标（弯箭头）可以清空下拉字段。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请参见第 91 页的“NetBackup 查询生成器示例”。

高级模式

将查询生成器置于高级模式以手动输入规则。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请参见第 91 页的“NetBackup 查询生成器示例”。

基本模式

将查询生成器从高级模式返回到基本模式。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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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编辑

当处于基本模式时，使用此选项更改现有查询规则，如下所示：
■

单击规则，然后单击“编辑”。

■

在查询生成器下拉字段中做出新选择。

■

单击保存选项（软盘图标）。

删除

当处于基本模式时，删除查询规则。单击规则，然后单击“删除”。

测试查询...

单击此选项可以测试 NetBackup 根据查询生成器中的规则选择了哪些虚拟机。

注意：此测试选项不会为策略创建备份列表。当下一次通过此策略运行备份时，NetBackup
将重新发现虚拟机并查阅查询规则。此时，NetBackup 将备份与规则匹配的虚拟机。
请参见第 107 页的“VMware 的“测试查询”屏幕”。
此外，您可以使用 nbdiscover 命令测试查询。请参考《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 设置查询结果内部缓存的刷新速率。NetBackup 使用缓存来确定在备份时要选择哪些虚拟机。
复使用:
缓存可加快对虚拟机的选择速度，因而在每次执行预定备份时不会增加 vCenter Server 的负
担。
如果缓存刷新速率较快，则可使缓存与 vCenter 中记录的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虚拟机）保
持同步。但是，每次刷新缓存时都会占用 vCenter 资源。
如果刷新速率较慢，则新虚拟机可能不会立即包括在下次备份中。刷新缓存时，将包括新的
或更改的虚拟机。注意，较慢的刷新速率占用的 vCenter 资源较少。
默认值为 8 小时。在 8 小时内，NetBackup 将使用缓存并且不会尝试重新发现虚拟机。 在该
期限内，虚拟环境的变化不会影响缓存。8 小时后，下一次执行策略会使 NetBackup 重新发
现虚拟机。 如果任何更改与查询中的某个规则匹配，则会相应地修改所选虚拟机的列表。

注意：每次更改并保存策略时，都会在下一次执行预定备份之前刷新缓存。
我们提供了有关“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02 页的“关于“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

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NetBackup 可以根据您输入的条件自动选择要备份的 VMware 虚拟机。您可以在
NetBackup 策略“客户端”选项卡上的“查询生成器”中指定条件（规则）。您可
以设置规则来包括要备份的某些虚拟机，或排除虚拟机。
当备份作业运行时，NetBackup 将会创建当前满足查询规则的虚拟机列表并备份这
些虚拟机。
以下是选择了“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的策略“客户端”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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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用于自动选择虚拟机的策略“客户端”选项卡

查询生成器可在基本模式或高级模式下运行。
在基本模式下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1

在策略“属性”选项卡上，选择 VMware 作为策略类型。

2

在策略 VMware 选项卡上，选择一个 VMware 备份主机。
查看 VMware 选项卡上的其他选项。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ware 选项卡上的备份选项”。

3

根据需要完成其他策略选择（例如，创建日程表）。

4

单击“客户端”选项卡，然后单击“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
如果在“浏览虚拟机”对话框中手动选择了虚拟机，将从策略中删除这些虚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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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备份 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请单击“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
提供了有关备份和还原到 vCloud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注意：“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使多个 vCloud Director 关键字在策略的
查询生成器字段中可用，以便基于规则选择虚拟机。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
NetBackup 不能使用 vCloud 关键字在 vCloud Director 中查找虚拟机，并且备
份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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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创建规则，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选项。
对于第一条规则，您可以根据规则类型从“字段”下拉菜单开始。（对于第一
条规则，适用于“联接”字段的选项只有空（无）或 NOT）。

然后，请选择“运算符”：

对于“值”字段：请单击文件夹图标来浏览以查找值，手动输入值，或者在某
些情况下使用“值”下拉列表（如示例中所示）。您在“值”字段中手动输入
的字符必须括在单引号或双引号内。请注意，在大型虚拟环境中浏览以查找值
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7

单击加号将规则添加到“查询”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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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需要创建更多规则。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请参见第 91 页的“NetBackup 查询生成器示例”。

9

要查看 NetBackup 当前根据您的查询选择的虚拟机，请单击“测试查询”。
在“测试查询”屏幕上，当前环境中与策略中的选择规则匹配的虚拟机将被标
记为“已包括”。但请注意，“测试查询”选项不会为策略创建备份列表。当
下一次通过此策略运行备份时，NetBackup 将重新发现虚拟机并查阅查询规
则。此时，NetBackup 将备份与查询规则匹配的虚拟机。
将保存虚拟机列表，但不会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中显示这些虚拟机。
请参见第 107 页的“VMware 的“测试查询”屏幕”。

10 您可以指定 NetBackup 将最新查询结果用作将来执行该策略时的备份列表的时
间长度。在“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中设置时间段。
默认值为 8 小时。
下面提供了有关此设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02 页的“关于“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

11 要手动创建而不是使用下拉菜单创建查询，请单击“高级”。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在基本模式下编辑现有查询
在基本模式下编辑现有查询

1

单击要更改的查询规则，然后单击“编辑”。

2

在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

3

单击保存选项（软盘图标）。

4

要删除一个规则，请单击该规则，然后单击“删除”。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查询生成器的高级模式在制定虚拟机选择规则（包括使用括号进行分组）方面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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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1

设置 VMware 策略，并指定 VMware 备份主机或备份介质服务器。
有关帮助，您可以参考以下过程的前几个步骤：
请参见第 85 页的“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2

单击“客户端”选项卡。

3

单击“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

4

在“查询生成器”窗格下方，单击“高级模式”。

5

可以使用查询生成器下拉菜单添加查询规则。您也可以手动键入规则。
以下为一些查询示例：
VMFolder Contains "mango"
Datastore StartsWith "Acc" OR Datastore StartsWith "Prod"
vCenter Contains "ROS" AND ESXserver Equal "VM_test1" AND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6

要在现有规则中插入规则，请将光标停在您要启动新规则的位置，然后键入该
规则。
使用下拉菜单创建的规则将显示在查询的结尾处。可以将其剪切并粘贴到适当
的位置。

7

要在复合查询中设置适当的运算顺序，请根据需要使用括号对规则进行分组。
复合查询包含两个或多个规则，规则之间由 AND、AND NOT、OR 或 OR NOT
联接。
我们提供了有关括号用法和优先顺序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90 页的“查询中的 AND 与 OR”。
请参见第 94 页的“查询中的运算顺序（优先级规则）”。
请参见第 96 页的“复合查询中的括号”。

查询中的 AND 与 OR
查询生成器中的“联接”字段提供了用于联接规则的连接符（AND、AND NOT、
OR、OR NOT）。查询生成器中 AND 与 OR 之间的作用差别可能不是那么显而易
见。
实质上，AND 和 OR 的作用方式为：
■

AND 限制或约束查询的范围。

■

OR 使查询面对更多的可能性，它扩展了查询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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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勿使用 AND 联接用于在备份列表中包括其他虚拟机的规则。例如，AND
不能用于表示“include virtual machine X AND virtual machine Y”。
例如：要包括名称中含 vm1 或 vm2 的虚拟机，请使用 OR 来联接规则：
Displayname Contains "vm1"
OR Displayname Contains "vm2"

如果使用 AND 联接这些规则：
Displayname Contains "vm1"
AND Displayname Contains "vm2"

结果将有所不同：备份列表仅包括名称中同时含 vm1 和 vm2 的虚拟机（如
acmevm1vm2）。备份中不会包括名称为 acmevm1 的虚拟机。
表 6-9 提供了带有 AND 和 OR 的示例。
包含 AND 或 OR 的查询

表 6-9
查询

描述

Displayname Contains "vm1"

此查询选择显示名称中包含 vm1 或 vm2 的任何虚拟机。例如，此查询会选
择 seabizvm1 及 seabizvm2 进行备份。

OR Displayname Contains "vm2"
vCenter Equal "vCenterServer_1"
AND Datacenter Equal "dc_A"
AND ESXserver Equal "prod"
AND VMHostName Contains "manu"

vCenter Equal "vCenterServer_1"
OR Datacenter Equal "dc_A"
OR ESXserver Equal "prod"
OR VMHostName Contains "manu"

此查询非常具体。仅当主机名包含 manu 的虚拟机驻留在 vCenter Server
vCenterServer_1、数据中心 dc_A 和 ESX Server prod 中时，才将它们包括
在备份中。
不驻留在该层次结构中的虚拟机不会包括在备份中。例如：如果虚拟机驻留
在 vCenterServer_1 和数据中心 dc_A 中，但不驻留在 ESX Server prod 中，
该虚拟机将不包括在备份中。
此查询使用了相同的关键字和值，但是用 OR 组合了这些关键字和值。查询
结果可能是一个大得多的虚拟机列表。
符合以下任一规则的虚拟机将包括在备份中：
■

■
■

■

vCenter“vCenterServer_1”中的任何虚拟机。对于其主机名、数据中
心或者 ESX Server 无限制。
数据中心 dc_A 中的任何虚拟机。对于其主机名或服务器无限制。
ESX Server“prod”中的任何虚拟机。对于其主机名、数据中心或者
vCenter Server 无限制。
主机名包含 manu 的任何虚拟机。对于其服务器或数据中心无限制。

NetBackup 查询生成器示例
下表提供了一些查询规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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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查询生成器，必须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单击“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
自动选择”。
表 6-10

查询生成器示例

查询示例

执行备份作业时的查询结果

没有指定任何查询规则（“查询”窗格为空）

将所有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没有主机名或者显示名称中包含无
效字符的虚拟机除外。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
的影响”。

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将显示名称中包含字符串 prod 的所有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
的影响”。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将已启动的所有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

VMGuestOS Equal "windows7Guest"

将来宾操作系统为 Windows 7 的所有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

DisplayName AnyOf "grayfox7”,"grayfox9"

将名为 grayfox7 和 grayfox9 的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请注意，必
须将每个值用各自的引号括起来，中间用逗号分隔）。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在 DataStore Storage_1 中：将已启动且来宾操作系统为 Red Hat
Linux 4 的所有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

AND Datastore Equal "Storage_1"
AND VMGuestOS Equal "rhel4Guest"
vCenter Equal "vCenterServer_1"
AND ESXserver Contains "prod"
Cluster Equal "VMcluster_1"
AND ESXserver AnyOf
"ESX_1","ESX_2","ESX_3"

在 vCenter Server vCenterServer_1 中，将 ESX Server 中名称包含
prod 的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
在群集 VMcluster_1 中，将 ESX Server ESX_1、ESX_2 和 ESX_3
中主机名包含 Finance 的所有虚拟机添加到备份列表。

AND VMHostName Contains "Finance"
VMFolder StartsWith "Prod"
OR VMFolder NotEqual "VM_test"

将名称以 Prod 开头或名称不是 VM_test 的所有文件夹中的虚拟机添
加到备份列表。

IsSet 示例

请参见第 93 页的“查询中的 IsSet 运算符”。

Datacenter Contains "prod" AND Tag Equal
"Finance"

此查询选择 Datacenter 包含 prod 且用户指定标记是 Finance 的所
有虚拟机。

Datacenter Equal "prod" AND NOT Tag Equal
"Test"

选择 Datacenter 是 prod 的虚拟机，但不包括用户指定标记是 Test
的所有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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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高级”查看高级模式下的查询规则。只有高级模式支持使用括号对规则集进
行分组。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查询中的 IsSet 运算符
在查询中，您可以使用 IsSet 运算符确保将某些虚拟机包括在备份中或从备份中排
除。
例如：如果“主 VM 标识符”参数设置为“VM 主机名”，则 NetBackup 无法为备
份识别没有主机名的虚拟机。 您可以使用 IsSet 从备份列表中排除此类虚拟机。
表 6-11

使用 IsSet 运算符的查询示例

包含 IsSet 运算符的查询规则

查询对虚拟机选择的作用

Cluster Contains "dev"

已包括：名称包含字符串 dev 的群集中的任何虚拟机（如果该虚拟机还具有
VMware DNS 名称）。

AND VMDNSName IsSet

已排除：没有 VMware DNS 名称的任何虚拟机。
如果此查询中没有 VMDNSName IsSet，则无法排除没有 DNS 名称的虚拟
机。会将其列为“失败”。
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已包括：具有主机名且显示名称包含字符串 prod 的所有虚拟机。

AND VMHostName IsSet

已排除：没有主机名的所有虚拟机。
如果此查询中没有 VMHostName IsSet，则无法排除没有主机名的虚拟机。
会将其列为“失败”。

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 NetBackup 可以备份哪些虚拟机具有重要作用。此
参数会影响测试查询结果。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关于通过多个策略选择虚拟机
如果虚拟环境中的多个虚拟机命名约定不一致，可能需要多个策略协同工作。创建
可自动选择要备份的所有虚拟机的单个策略可能非常困难。
对于这种情况，请配置多个策略，使每个策略备份环境的某一部分。一个策略备份
特定的虚拟机集或虚拟机组，例如具有主机名的那些虚拟机。第二个策略则备份未
经第一个策略备份的其他虚拟机组，依此类推。运行所有策略时，会备份所有虚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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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旨在分三个阶段备份虚拟环境的策略。请注意，每个策略依赖于“主
VM 标识符”参数的不同设置。
表 6-12

分阶段备份虚拟机的三个策略

策略

查询生成器规则

备份结果

第一个策略

VMHostName IsSet

此策略将备份具有主机名的所有虚拟机。任何不具有主
机名的虚拟机都会从备份中排除。

“主 VM 标识符”参数：VM
主机名
第二个策略
“主 VM 标识符”参数：VM
显示名称

此策略将备份不具有主机名但具有有效显示名称的所有
虚拟机。任何不具有主机名或不具有有效显示名称的虚
AND VMHasVDSName Equal
拟机都会从备份中排除。
'TRUE'
请参见第 33 页的“NetBackup 对虚拟机显示名称及其他
vSphere 对象的字符限制”。

第三个策略

NOT VMHostName IsSet

“主 VM 标识符”参数：VM
UUID

AND NOT VMHasVDSName
Equal 'TRUE'

NOT VMHostName IsSet

此策略备份未由前两个策略备份的虚拟机。此策略选择
不具有主机名或有效显示名称但具有 UUID 的虚拟机。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主 VM 标识符”参数及其对虚拟机选择的影响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查询中的运算顺序（优先级规则）
本主题中的信息适用于了解编程语言中的优先级的高级用户。在查询生成器中，运
算的发生顺序可确定选择并备份哪些虚拟机。
下表按从最高到最低的顺序列出了运算顺序或优先级（7 为最高）。例如，优先级
为 6 的运算（例如 Contains）会先于优先级为 5 的运算（例如 Greater）进行评
估。
表 6-13

运算顺序

操作

描述

优先级

!x

如果 x 为 true（非零），则生成值 0；如果 x 为 7
false (0)，则生成值 1。

x Contains y

y 是否包含在 x 中

6

x StartsWith y

x 是否以 y 开头

6

x EndsWith y

x 是否以 y 结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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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优先级

x AnyOf list

x 是否出现在列表中

6

x Greater y

x 是否大于 y

5

x GreaterEqual y

x 是否大于或等于 y

5

x Less y

x 是否小于 y

5

x LessEqual y

x 是否小于或等于 y

5

x Equal y

x 是否等于 y

4

x NotEqual y

x 是否不等于 y

4

Not x

如果 x 为 true（非零），则运算符将生成值 0； 3
如果 x 为 false (0)，则生成值 1。

x And y

如果 x 和 y 都为 true，则为 true

2

x OR y

如果 x 或 y 为 true，则为 true

1

请注意以下几点：
■

AND 的优先级高于 OR。
在查询生成器的高级模式下，可在使用 AND 或 OR 的规则中使用括号更改评估
顺序。
请参见第 96 页的“复合查询中的括号”。

■

在查询生成器的高级模式下，可在一个规则中组合使用两个或多个运算，而不
必使用 AND 或 OR 来联接这些运算。优先级可确定规则中运算的评估顺序。
包含三个运算的规则示例：
Displayname StartsWith “L” NotEqual Displayname contains “x”

此规则选择以下虚拟机：
名称以 L 开头的虚拟机。
名称不以 L 开头但包含 x 的虚拟机。
解释：StartsWith 和 Contains 运算的优先级为 6，而 NotEqual 的优先级较低，
为 3。从左边开始，先评估 StartsWith 运算，然后评估 Contains 运算。最后评
估的运算是 Not Equal。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高级模式中使用查询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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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查询中的括号
您可以使用查询生成器来生成精确的查询，这些查询可以包含识别相应虚拟机所需
的任意数目的规则。在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之类的查询中，查询结果很
容易预测：备份中仅包含已启动的虚拟机。但是，如果使用 AND 和 OR 将多个规
则组合在一起，则结果可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查询称为复合查询。复合查询
包含两个或多个规则，规则之间由 AND、AND NOT、OR 或 OR NOT 联接。
查询生成器评估复合规则的顺序将影响查询的结果。用括号将规则进行分组可更改
评估顺序以及查询结果。
下表中的示例显示了查询生成器如何评估带有括号和不带括号的复合查询。
注意：只有查询生成器的高级模式才支持使用括号。
表 6-14
查询示例

带括号和不带括号的复合查询的示例
选定了下列虚拟机

ESXServer Equal "ESX001" OR Folder ESX001 下的所有虚拟机（不管电源状态如何），以及 FolderEngA 下已启
Equal "FolderEngA" AND powerstate
动的虚拟机
Equal ON
如果只想选择该 ESX Server 和该文件夹中已启动的虚拟机，请使用括号（请
参见下一个示例）。
(ESXServer Equal "ESX001" OR Folder ESX001 和 FolderEngA 中已启动的所有虚拟机。
Equal "FolderEngA") AND powerstate
Equal ON

资源池的查询规则
如果查询的是嵌套资源池，运算符选择将确定发现资源池层次结构中的哪些虚拟
机。
例如，假设包含虚拟机的资源池的层次结构如下所示：
Res/ResourcePool_1
VM1
VM2
/ResourcePool_2
VM3
VM4
/ResourcePool_3
VM5
V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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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esourcePool_1 包含虚拟机 VM1 和 VM2，依此类推。
下表显示了使用 Contains、Equal、StartsWith 和 EndsWith 运算符的查询结果（可
以使用其他运算符）。
注意：如果要查询在嵌套资源池层次结构中包括所有虚拟机，则不要使用 Equal 作
为运算符。
表 6-15

嵌套资源池的规则示例

查询规则

包括的虚拟机

Resourcepool Contains "Res/ResourcePool_1"

包括三个资源池中的所有虚拟机（VM1 到 VM6）。

Resourcepool Equal "Res/ResourcePool_1"

仅包括 ResourcePool_1 中的虚拟机（VM1、VM2）。
不包括子池中的虚拟机（VM3 到 VM6）。

Resourcepool Equal "Res/ResourcePool_1/ResourcePool_2" 仅包括 ResourcePool_2 中的虚拟机（VM3、VM4）。
Resourcepool StartsWith "Res/ResourcePool"

包括三个资源池中的所有虚拟机（VM1 到 VM6）。

Resourcepool StartsWith
"Res/ResourcePool_1/ResourcePool_2"

仅包括 ResourcePool_2 和 ResourcePool_3 中的虚拟
机，不包括 ResourcePool_1 中的虚拟机。

Resourcepool EndsWith "ResourcePool_2"

包括 ResourcePool_2 中的虚拟机（VM3、VM4），但
不包括 ResourcePool_1 或 3 中的虚拟机。

这些示例也适用于主机文件夹。
请参见第 97 页的“数据中心文件夹（主机文件夹）的查询规则”。

数据中心文件夹（主机文件夹）的查询规则
在 NetBackup 术语中，宿主文件夹是已经在 VMware DataCenter 内定义的文件
夹。宿主文件夹可以包含 ESX Server 或群集以及其他文件夹。例如：
Folder_1
ESX1
ESX2
subfolder_A
ESX3
ESX4
subfolder_B
ESX_5
ESX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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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让 NetBackup 选择顶层文件夹和任何子文件夹中的所有虚拟机，请使用
Contains 或 StartsWith 运算符。例如：
HostFolder Contains "Folder_1"
注意：如果要让查询包含文件夹层次结构中的所有虚拟机，请不要使用 Equal 作为
运算符。
如果要让 NetBackup 仅选择某个子文件夹（如 subfolder_A）中的虚拟机，请使用
Contains 或 Equal 运算符。例如：
HostFolder Equal "Folder_1/subfolder_A"
在这种情况下，NetBackup 仅包括驻留在服务器 ESX3 和 ESX4 上的虚拟机。
对于宿主文件夹，这些运算符的工作方式与对资源池的工作方式相同。如需更多的
查询生成器示例，请参考以下主题（在这些示例中用宿主文件夹替换资源池）：
请参见第 96 页的“资源池的查询规则”。
注意：如果 ESX 群集未包含在文件夹中，则单击浏览值按钮时，ESX 群集名称会
出现在“从列表中选择”对话框中。

重复名称的查询规则
如果虚拟环境中有重复的群集、Datastore 或虚拟机显示名称，请注意，查询规则
必须指定父数据中心或宿主文件夹，以避免发现期间发生冲突。（宿主文件夹是已
在数据中心内定义的文件夹。）
使用以下重复虚拟机名称作为示例：
Folder_1
ESXi_prod
VM_1
Folder_2
ESXi_mrkt
VM_1

要备份 ESXi_prod/VM_1，而不备份 ESXi_mrkt/VM_1，请使用以下查询：
HostFolder Equal "Folder_1"
AND ESXserver Equal "ESXi_prod"
AND Displayname Equal "VM_1"

要仅备份 ESXi_mrkt/VM_1，请使用以下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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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Folder Equal "Folder_2"
AND ESXserver Equal "ESXi_mrkt"
AND Displayname Equal "VM_1"

请注意：要从同一策略备份这两台虚拟机，请如下所述在策略中包括这两个规则：

除了“等于”，您还可以使用其他字段值，例如“包含”。
请参见第 97 页的“数据中心文件夹（主机文件夹）的查询规则”。

标记的查询规则
在查询中使用标记时，请注意下列规则：
■

如果使用 VMware 标记，则可根据这些标记选择备份。 请注意，这些标记区分
大小写，因此 UNIX 与 unix 不同。

■

当 NetBackup 使用标记选择虚拟机时，该选择仅基于标记名称， 而与类别无
关。
示例：
■

Virtual_machine_1 具有类别为 production 的用户指定标记 HR。

■

Virtual_machine_2 具有类别为 test 的用户指定标记 HR。

如果查询选择带有 HR 标记的虚拟机，则该查询将同时选择这两个虚拟机。
■

NetBackup 使用不同的 VMware 接口从用于其他查询字段的 vCenter Server 访
问标记信息。因此，仅当需要时才执行对 vCenter Server 的标记相关调用。如
果在没有标记信息的情况下满足查询，则跳过调用。NetBackup 仅为每个 vCenter
Server 收集一次此信息。NetBackup 收集标记元数据作为虚拟机备份的一部分，
但它仅从已选择虚拟机的这些 vCenter Server 中收集标记元数据。如果没有从
vCenter Server 中选择虚拟机且查询中未使用标记，则不会从 vCenter Server
中收集标记元数据。
■

示例 1：Tag Equal "Production" OR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

示例 2：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OR Tag Equ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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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 1 中，NetBackup 从它具有其凭据的每个虚拟服务器中检索虚拟机数据
以及标记数据。
在示例 2 中，NetBackup 检索它具有其凭据的每个虚拟服务器的虚拟机数据。
但是 NetBackup 仅需要检索 Powerstate 不等于 poweredOn 的虚拟机的标记数
据。

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表 6-16 介绍了查询生成器中用于创建规则的下拉字段和选项。
表 6-16

查询生成器下拉选项： 联接、字段、运算符、值

查询生成器下拉
字段

描述

联接

选择用来联接规则的连接符。
对于第一条规则，选择为空（无）或 NOT。 添加规则后，可用连接符
有 AND、AND NOT、OR、OR NOT。

字段

选择构建规则时所基于的参数。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参数（向下滚动可
查看其他参数）。
您可以键入第一个字符以加快选择。例如，输入 d 后，列表将移动到以
d 开头的第一个条目。再次输入 d，列表将移动到以 d 开头的下一个条
目。会自动填入选定的条目。
请参见第 101 页的表 6-17。

操作员

选择运算符。 可用的运算符取决于为“字段”选择的参数。
请参见第 106 页的表 6-18。

值

为“字段”参数指定值。
“值”字段允许手动输入。 该字段也可能是一个下拉字段，具体取决
于在其他字段中所做的选择。
手动输入时，可以指定多个以逗号分隔的值。
请参见第 107 页的表 6-19。
允许浏览以查找特定值，具体取决于在其他下拉字段中所做的选择。

将当前下拉选择添加到“查询”窗格中作为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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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生成器下拉
字段

描述
删掉下拉字段。

字段（关键字）
表 6-17 介绍了“字段”下拉列表中可用的关键字。 该表还指明了每个关键字的值
（在“值”字段中）是否区分大小写。
请注意，“字段”关键字不能独自确定虚拟机的包括或排除，而是取决于您构建的
规则： 联接、字段、运算符和值的组合。
表 6-17

“字段”下拉列表中的关键字

字段关键字

数据类型

描述

Annotation

字母数字字符串

添加到 vSphere Client 的虚拟机注释中的文本。
值区分大小写。

Clust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在其中配置虚拟机的群集（一组 ESX Server）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注意： 虚拟机可以分配到不在群集中的 ESX Server。
另请注意，在 VMware 中，群集名称只需在数据中心路径内唯一。
DataCent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VMware Datacenter 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DatacenterPath

字母数字字符串

用于定义数据中心路径的文件夹结构。 如果您要过滤的数据中心名称
在环境中不唯一，请使用此选项。
值区分大小写。

DataStore

字母数字字符串

DataStore 的名称。
值区分大小写。

注意：多个 ESX Server 可以共享对同一 DataStore 的访问权限。 另
外，DataStore 名称在多个 ESX Server 中可以是重复的。 使用
DatacenterPath 或 ESXserver 来唯一地标识数据中心。
DatastoreClust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包含 DataStore 的 DataStore 群集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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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关键字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toreFold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包含 DataStore 的文件夹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DatastoreNFSHost

字母数字字符串

DataStore 的 NFS 主机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DatastoreNFSPath

字母数字字符串

用于定义 NFS DataStore 路径的文件夹结构。 如果您要过滤的
DataStore 的 NFS 主机名称在环境中不唯一，请使用此选项。
值不区分大小写。

DatastoreType

字母数字字符串

DataStore 的类型。 值为 NFS、NFS41、VMFS、vsan 和 VVOL。
值不区分大小写。

Displayname

字母数字字符串

虚拟机的显示名称。
值区分大小写。

ESXserv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ESX Server 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ESX 主机名必须与 vCenter Server 中定义的名称匹配。

HostFold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数据中心级别和群集、ESX 主机或子文件夹之间的文件夹路径。
如果 ESX 群集未包含在文件夹中，当单击浏览值按钮时，请注意：
ESX 群集名称会出现在“从列表中选择”对话框中。
值不区分大小写。
请参见第 97 页的“数据中心文件夹（主机文件夹）的查询规则”。

Network

字母数字字符串

网络交换机（在 ESX Server 上）或分布式交换机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NetworkFold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包含网络的文件夹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Powerstate

字母

虚拟机的电源状态。
值为 poweredOff、poweredOn 和 suspended。

Resourcepool

字母数字字符串

资源池的名称。 （资源池类似于 vApp。）
值区分大小写。
如果资源池中包含其他资源池（子池），则运算符选择将确定是否包
括子池中的虚拟机。
请参见第 96 页的“资源池的查询规则”。

102

配置 VMware 智能策略
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字段关键字

数据类型

描述

标记

字母数字字符串

标记的名称。
值区分大小写。
当 NetBackup 使用标记选择虚拟机时，该选择仅基于标记名称， 而与
类别无关。
请参见第 99 页的“标记的查询规则”。

Template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为虚拟机模板，则为 TRUE。

vApp

字母数字字符串

vApp 的名称。
值区分大小写。
vApp 是虚拟机的集合。vApp 也可以包含资源池和其他 vApp。vApp
是独立 ESX Server 或群集的组件。
与 vSphere Client 一样，NetBackup 仅引用包含子 vApp 的 vApp 的
顶层。
对于下列规则：
vApp Equal "vapp1"
如果 vapp1 具有名为 vapp2 的子 vApp，则会包括 vapp1 或 vapp2 中
的所有虚拟机。 您无法制定专门引用 vapp2 的规则。

vCDCatalog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loud Director 目录库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CDIsExpired

字母

如果 vCloud Director vApp 或 vApp 模板已失效，则为“已失效”。
可能的值为“已失效”、“未失效”和“未知”。“未知”表示在
vCloud Director 和 vSphere 环境之间发生错误。例如在置备或删除操
作中发生错误。

vCDIsvAppTemplate

布尔值

如果 vCloud Director vApp 是模板，则为 TRUE。

vCDOrg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loud Director 组织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CDOrgvDC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loud Director 中的组织虚拟数据中心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CDServ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103

配置 VMware 智能策略
查询生成器字段参考

字段关键字

数据类型

描述

vCDvApp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loud Director vApp 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Cent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enter Server 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查询生成器中指定的 vCenter 名称必须与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
凭据中输入的名称匹配（“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机服
务器”）。
请注意，建议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vCenterVersion

字母数字字符串

vCenter Server 的版本。 例如：5.1.0、5.5.0、6.0.0
此字段的可能值根据环境自动更新和填充。 仅显示已向 NetBackup 注
册的 vCenter Server 的版本。

VMDNSName

字母数字字符串

vSphere Client 中的虚拟机 DNS 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MFold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数据中心内通向某个虚拟机文件夹（包括所有子文件夹）的文件夹结
构。
值不区分大小写。
示例如下：
/clusters/discovered virtual machine
/standalone/folder1/folder2

VMGuestOS

字母数字字符串

vSphere Client 中记录的虚拟机来宾操作系统类型。
值区分大小写。

VMHasIDE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具有 IDE 驱动器，则为 TRUE。

VMHasMDS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具有多个 DataStore，则为 TRUE。
可以使用此关键字来选择配置为使用多个 DataStore 的任一虚拟机。

VMHasRDM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使用原始设备映射 (RDM)，则为 TRUE。

VMHasSnap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的 VMware 快照当前处于活动状态，则为 TRUE。

VMHasVDSName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的显示名称可用作有效的主机名，则为 TRUE。

VMHostName

字母数字字符串

通过对虚拟机 IP 地址进行反向查找得到的虚拟机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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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关键字

数据类型

描述

VMIsConn

布尔值

如果虚拟机已连接并可用，则为 TRUE。
例如： 如果虚拟机的 ESX Server 已关闭，则该虚拟机未连接。

VMVersion

字母数字字符串

虚拟机的 VMware 版本。
值区分大小写。
例如： vmx-04、vmx-07、vmx-08。

VMXDatastore

字母数字字符串

VMX DataStore（有时称为 VMX 目录或配置 DataStore）的名称。
值区分大小写。
我们提供了有关 VMX DataStore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9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术语”。

VMXDatastoreFolder

字母数字字符串

包含 vmx DataStore 的文件夹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MXDatastoreNFSHost

字母数字字符串

vmx DataStore 的 NFS 主机的名称。
值不区分大小写。

VMXDatastoreNFSPath

字母数字字符串

定义 vmx NFS DataStore 路径的文件夹结构。 如果您要过滤的
DataStore 的 NFS 主机名称在环境中不唯一，请使用此选项。
值不区分大小写。

VMXDatastoreType

字母数字字符串

vmx DataStore 的类型。 值是 NFS 或 VMFS。
值不区分大小写。

[vSphere 自定义属性]

字母数字字符串

在 vSphere Client 中为一个或多个虚拟机设置的自定义属性的值。
注意： 在 vSphere Client 中，该属性必须有一个值与至少一个虚拟机
对应。 属性类型必须是虚拟机。
这些值区分大小写。

运算符
表 6-18 介绍了“运算符”下拉列表中的可用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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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运算符”下拉列表中的运算符

运算符

描述

AnyOf

匹配“值”字段中的任一指定值。
例如： 如果“值”字段中的 ESX Server 为 ESX01、ESX02 和 ESX03，则 AnyOf 与具有这些
名称之一的任何 ESX Server 匹配。 如果您服务器的名称与所有指定值均不同，则没有匹配。 名
为 ESX01A 的服务器不匹配。

Contains

匹配“值”字段中字符串内出现该值的值。
例如： 如果“值”条目是 dev，则 Contains 将匹配类似于 01dev、01dev99、devOP 和
Development_machine 的字符串。

EndsWith

匹配“值”字段中出现在字符串结尾的值。
例如： 如果“值”条目是 dev，EndsWith 将匹配字符串 01dev 而非 01dev99、devOP 或
Development_machine。

Equal

仅匹配“值”字段中指定的值。
例如： 如果要搜索的显示名称是 VMtest27，Equal 将匹配类似于 VMTest27、vmtest27 或
vmTEST27 等虚拟机名称。 名称 VMtest28 不匹配。

Greater

根据 ASCII 排序序列匹配大于指定“值”的所有值。

GreaterEqual

根据 ASCII 排序序列匹配大于或等于指定“值”的所有值。

IsSet

确定是否为“字段”关键字返回某个值。 将 IsSet 与作为条件的另一规则一起使用，以确保查询
选择适当的虚拟机。
请注意，对于使用 IsSet 的规则，请勿在“值”下增加条目。
请参见第 93 页的“查询中的 IsSet 运算符”。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请参见第 109 页的“测试查询：失败的虚拟机”。

Less

根据 ASCII 排序序列匹配小于指定“值”的所有值。

LessEqual

根据 ASCII 排序序列匹配小于或等于指定“值”的所有值。

NotEqual

匹配不等于“值”字段中指定的值的所有值。

StartsWith

匹配“值”字段中出现在字符串开头的值。
例如： 如果“值”条目是 box，StartsWith 将匹配字符串 box_car 而非 flatbox。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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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 介绍了可以在“值”字段中输入的字符。 “字段”关键字决定了是否区分
大小写。
注意：您在“值”字段中输入的字符串必须括在单引号或双引号内。
表 6-19

“值”中可以输入的字符

字符类型

允许的字符串字符

字母数字

A 到 Z、a 到 z、0 到 9、-（减号）和特殊字符。

注意：仅十进制数。
通配符

*（星号）匹配一切。
例如： *prod* 与前后跟任意字符的字符串 prod 匹配。
? （问号）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例如： prod?? 与后跟两个任意字符的字符串 prod 匹配。

转义符

\（反斜杠）转义其后面的通配符或元字符。
例如： 要搜索包含星号的字符串（例如 test*），请输入 test\*

引号

注意： 您在“值”中输入的字符必须括在单引号或双引号内。
要搜索包含引号的字符串，请转义每个引号 (\") 或者将整个字符串括在一对与包含的引号不
同的引号中间。
例如： 要搜索包括双引号的字符串（例如 "name"），请输入 '"name"'（将其括在单引号内）
或 \"name\"

VMware 的“测试查询”屏幕
此屏幕列出了当您单击“测试查询”后 NetBackup 在您的虚拟环境中发现的虚拟
机。虚拟环境中后来的更改可能会影响哪些虚拟机将匹配查询规则。例如，如果添
加了虚拟机，则测试结果可能与运行备份时为备份选择的虚拟机不同。
当下一次通过此策略运行备份时，将出现下列情况：NetBackup 会重新发现虚拟
机，查阅查询规则，并备份符合规则的虚拟机。
将保存已备份的虚拟机的列表，但虚拟机不会显示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中。
您可以使用活动监视器查看虚拟机作业，也可以在 OpsCenter 中运行“虚拟客户端
摘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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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bdiscover 命令能发挥与“测试查询”屏幕相同的作用。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请参见第 123 页的“使用 OpsCenter 报告虚拟机备份”。
“测试查询”功能在后台运行。在测试运行时，您可以继续配置策略。但是，您在
查询生成器中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包括在当前运行的测试中。您必须重新启动测
试，才能查看查询生成器更改的结果。
表 6-20
字段

描述

策略的测试查询

在查询生成器中列出此测试所使用的规则。规则是在查询生成器中策略的
“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的。

测试查询结果

VM 名称：显示发现的所有虚拟机的显示名称。
选择：列出发现的虚拟机，如下所示：
■

已包括：虚拟机与查询中的规则匹配。

■

已排除：虚拟机与查询中的规则不匹配。

■

失败：由于主机名问题或其他错误，无法选择虚拟机进行备份。另外，
查询无法排除虚拟机。此时“测试查询”屏幕的底部将显示说明。例
如：
VM does not have a host name to use as a
client name, display name =
请参见第 109 页的“测试查询：失败的虚拟机”。
可以使用运算符 IsSet 过滤掉此类虚拟机。提供了有关 IsSet 的更多
信息。
请参见第 106 页的表 6-18。
请参见第 93 页的“查询中的 IsSet 运算符”。

已包括：

提供了测试中已包括、已排除或已失败的虚拟机数量。

已排除：
已失败：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自动虚拟机选择”。
请参见第 85 页的“配置虚拟机自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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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查询：失败的虚拟机
如果查询规则无法排除某个虚拟机，并且无法选择该虚拟机进行备份，则该虚拟机
将被标记为“失败”。在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中会列出虚拟机没有运行。
例如：没有“主 VM 标识符”参数所指定的名称类型（例如主机名或显示名称）的
虚拟机。 或者虚拟机名称包含无效字符。无论如何，都应该对列为“失败”的虚拟
机进行调查：它可能是您要备份的虚拟机。
要查看失败的原因，请在测试查询结果中单击该虚拟机。此时屏幕底部将显示说
明。
例如：

解释：示例中列为 Ubuntu-vS 的虚拟机没有 VMware 主机名。在 NetBackup 策略
的 VMware 选项卡上，可以将“主 VM 标识符”参数设置为“VM 主机名”。在这
种情况下，NetBackup 无法按其主机名引用虚拟机，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备份。
您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

使用 vSphere Client 配置虚拟机的主机名。

■

要排除没有主机名的虚拟机，请使用 IsSet 运算符构建一个查询。

请参见第 93 页的“查询中的 IsSet 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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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
列的影响
NetBackup 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用于指示 NetBackup 如何识别虚拟机。
例如，如果该参数设置为“VM 主机名”，NetBackup 将按主机名识别虚拟机。如
果虚拟机没有主机名，策略将无法备份它们。
“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查询测试结果具有直接影响。 请注意，对于每个虚拟机，
查询测试结果为以下三种可能性之一：“已包括”、“已排除”或“已失败”。
如果 NetBackup 无法根据“主 VM 标识符”参数识别虚拟机，则可能出现以下两种
测试结果之一：
■

如果查询规则将虚拟机过滤掉，该虚拟机将作为“已排除”项列出。

■

如果查询规则未将虚拟机过滤掉，该虚拟机将作为“已失败”项列出。
下表列出了“主 VM 标识符”参数和查询规则的示例组合对应的测试查询结果。

表 6-21

“主 VM 标识符”参数和查询规则对测试查询结果的影响

VMware 策略选项卡 查询生成器中的查询规则
上的“主 VM 标识
符”设置
VM 主机名

测试查询结果

VMHostName Contains "VM" 已包括：主机名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由于“主 VM 标识
符”参数指示 NetBackup 按主机名选择虚拟机，因此
NetBackup 可以备份这些虚拟机。
已排除：所有其他虚拟机。

VM 主机名

Displayname Contains "VM"

已包括：具有主机名并且显示名称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已排除：具有主机名但显示名称不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已失败：没有主机名的所有虚拟机。 由于“主 VM 标识符”
参数设置为“VM 主机名”，因此 NetBackup 无法选择该虚
拟机进行备份。

VM 主机名

Displayname Contains "VM"

已包括：具有主机名并且显示名称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AND VMHostName IsSet

已排除：所有其他虚拟机。 IsSet 规则表示虚拟机没有主机名
时将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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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策略选项卡 查询生成器中的查询规则
上的“主 VM 标识
符”设置

测试查询结果

VM 主机名

Displayname Contains "VM"

已包括：

AND VMHostName IsSet

■

具有主机名并且显示名称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OR Annotation Contains "test"

■

没有主机名并且注释中包含 test 的任何虚拟机。

AND NOT VMHostName
IsSet
VM 显示名称

Displayname Contains "VM"

已排除：所有其他虚拟机。

已包括：显示名称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由于“主 VM 标
识符”参数指示 NetBackup 按显示名称选择虚拟机，因此
NetBackup 可以备份这些虚拟机。
已排除：所有其他虚拟机。

VM 显示名称

VMHostName Contains "VM" 已包括：具有显示名称并且主机名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已排除：具有显示名称但主机名不包含 VM 的任何虚拟机。
已失败：没有显示名称的所有虚拟机。 由于“主 VM 标识符”
参数设置为“VM 显示名称”，因此 NetBackup 无法选择这
些虚拟机进行备份。

“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VM 名称”
列的影响
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会影响“测试查询”屏幕的“VM 名称”列中显示的
虚拟机名称类型，如下所述：
■

如果某个虚拟机为“已排除”或“已失败”，则会根据其虚拟机显示名称列出
此虚拟机。“主 VM 标识符”参数并不重要。

■

但是，如果虚拟机被列为“已包括”，请注意：显示在“VM 名称”下的名称是
“主 VM 标识符”参数上指定的名称类型。
例如：如果“主 VM 标识符”参数是 VM 主机名，则会根据其主机名列出包括
的虚拟机。 即使查询规则指定了显示名称（例如 Displayname Equal "vm1"），
虚拟机也会按其主机名显示在“测试查询”屏幕上。

请参见第 56 页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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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查询生成器中虚拟环境更改的显示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会在查询生成器策略检测虚拟环境更改之前等待 1 小时。
只有在经过此 1 小时之后，当您单击“值”字段旁边的“加载值”文件夹图标时，
查询生成器才会检测更改。 要使所进行的更改在“值”字段中立即可用，请使用以
下过程刷新显示。
注意：查询生成器的“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不影响虚拟环境更改在
查询生成器中的显示。 重复使用选项决定 NetBackup 在将来执行该策略时重复使
用当前备份列表的时间长度。
要刷新查询生成器的虚拟环境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本地主机的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运行”，并输入 regedit。

2

为了安全起见，请对当前注册表进行备份（“文件”>“导出”）。

3

转到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然后创建名为 BACKUP 的项。

4

在 BACKUP 下，创建名为 xmlCacheLimit 的新 DWORD 项。

5

将此 DWORD 设置为刷新的秒数。
值为 15 允许查询生成器在 15 秒后进行刷新。

6

如果策略编辑器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处于打开状态，请将其关闭并
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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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备份的大小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减小 VMware 备份的大小

■

块级备份 (BLIB)：完全备份与增量式备份

■

删除 vSphere Client 快照

关于减小 VMware 备份的大小
NetBackup 提供了下列用于减小 VMware 虚拟机备份大小的选项：
表 7-1

用于减小虚拟机备份大小的选项

选项

描述

块级增量式备份
(BLIB)

BLIB 通过跟踪块级更改来减小备份（完全和增量式）的大小。只有自上次完全备份或增量式备
份以来已更改的块才会包括在备份中。对于增量式备份，此选项适用于累积式备份和差异式备
份。
BLIB 使用 vSphere 中的“VMware 块更改跟踪”来跟踪虚拟机中的块级更改。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上的“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选项处于启用状
态。在备份运行时，NetBackup 使用 BLIB 进行存储优化。

注意：第一次使用 BLIB 运行的备份必须是完全备份。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块级备份 (BLIB)：完全备份与增量式备份”。

注意：BLIB 仅适用于 vmx-07 或更高版本的 ESX 4.0 或更高版本虚拟机。
注意：如果已使用 vSphere Client 手动创建 VM 快照，且该快照当前处于活动状态，则可能必
须删除该快照。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删除 vSphere Client 快照”。

减小备份的大小
块级备份 (BLIB)：完全备份与增量式备份

选项

描述

不包括已删除的块

通过排除虚拟机上的文件系统中所有已删除的扇区来减小虚拟机备份的大小。
要启用此选项，请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中单击“排除已删除的块”。
请参考以下主题中的“排除已删除的块”：
请参见第 55 页的““优化”选项 (VMware)”。

块级备份 (BLIB)：完全备份与增量式备份
如果在策略中使用“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选项，NetBackup 会使用 VMware 的
“块更改跟踪”(CBT) 功能减小备份大小。
此选项可减小完全备份的大小以及增量式备份的大小，如下所示。
表 7-2
备份类型

虚拟机的块级备份：完全日程表与增量式日程表
备份中所使用的优化方法

使用完全日程表备份整个 仅备份自创建 .vmdk 以来已更改的块。请注意，从备份中排除未
虚拟机
初始化的块。
使用增量式日程表备份整 仅备份自上次备份以来已更改的块，如下所述：
个虚拟机
■ 对于累积增量式，BLIB 仅备份自上次完全备份以来已更改的
块。
■ 对于差异增量式，BLIB 仅备份自上一次执行任何种类的备份
以来更改的块。

注意：在增量式备份中，“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选项将对已更
改文件及其元数据进行备份。

注意：VMware CBT 有时可能会重置对虚拟机中文件更改的跟
踪，例如在电源故障或硬关机时。对于下次备份，NetBackup 会
从 vmdk 文件读取所有数据，因此备份花费的时间会比预期要长。
如果重复数据删除已启用，重复数据删除率将低于预期。
以下 VMware 文章包含有关 CBT 的详细信息：
虚拟机上的块更改跟踪 (CBT) (1020128)

删除 vSphere Client 快照
要将 BLIB 与 NetBackup for VMware 一起使用，如果以下两种情况均属实，则必
须删除某个现有的 vSphere Client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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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使用 vSphere Client 界面手动创建虚拟机的快照，且该快照当前处于活动状
态。

■

在启动 vSphere Client 快照之前，从未使用具有“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功能
的 NetBackup 策略来备份虚拟机。

这种情况下，NetBackup 无法为虚拟机启用 BLIB。必须删除 vSphere Client 快照。
然后，当 NetBackup 策略运行时，即会启用 BLIB。
我们提供了有关 NetBackup 块级备份的更多信息：
删除 vSphere Client 快照

1

在 vSphere Client 界面中，右键单击虚拟机，然后选择“快照”>“快照管理
器”。

2

选择快照，然后单击“删除”。

3

现在，要使用 BLIB 备份虚拟机，您可以运行使用“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
即使您使用 vSphere Client 手动创建虚拟机的快照，基于此策略的 NetBackup
备份仍将继续使用存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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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虚拟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备份虚拟机

■

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

在活动监视器中单独重新启动作业

■

在 vSphere Client 中查看 NetBackup 活动

■

使用 OpsCenter 报告虚拟机备份

备份虚拟机
根据 NetBackup 策略启动虚拟机备份。您可以从策略手动启动备份，也可以让它按
照在策略中定义的日程表自动运行。
要创建策略，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策略”实用程序，或使用策略
配置向导。
请参见第 50 页的“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请参见第 49 页的“通过策略向导配置 VMware 策略 ”。
有关策略和备份日程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 第 I 卷》的“创
建备份策略”一章。

备份虚拟机
备份虚拟机

从现有策略手动备份虚拟机

1

单击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策略”，右键单击“策略”并单击“手动备
份...”。

出现“手动备份”对话框。

2

选择备份的日程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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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备份的客户端（虚拟机）。
如果针对自动选择虚拟机配置了策略，“客户端”窗格将显示 VMware 备份主
机而不是虚拟机。

4

单击“确定”开始备份。

5

要查看作业进度，单击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
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作业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如果作业没有立即显示，请
不要启动另一个备份。如果作业在一段时间后仍未显示，请关闭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请注意，VMware 备份请求启动多个作业。第一个作业自动创建并删除快照。
在“日程表”列中，该作业显示一个短划线 (-)。第二个作业从快照备份虚拟机
文件。

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跟踪某个策略备份的 VMware 虚拟机。
监视虚拟机备份

1

在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单击“活动监视器”。

2

请注意，每个作业按行显示。
如果策略自动选择虚拟机（根据查询），备份将包含三代作业：
■

第一个作业发现虚拟机。此作业被标记为“备份”。（此作业对于使用查
询选择虚拟机的策略来说是唯一的。）

■

发现（“备份”）作业会启动一个子作业来创建虚拟机的 VMware 快照。
将为每个虚拟机启动快照作业。每个快照作业被标记为“快照”。

■

每个快照作业会启动一个子作业来备份虚拟机。将为每个虚拟机启动备份
作业。每个备份作业被标记为“备份”。
作业流如下所示：
discovery job --> snapshot job --> backup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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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跟踪发现作业至虚拟机备份作业，请注意“作业 ID”和“父作业 ID”列。

在本示例中，发现作业为 119。作业 119 已启动作业 120（快照）。作业 120
已启动作业 121（备份）。

4

右键单击作业行，然后单击“详细信息”。
在“作业详细信息”屏幕中，单击“详细状态”选项卡查看有关作业的更多信
息。

5

如果某一列未显示在活动监视器中或者需要重新排列各列，请执行以下操作：
■

右键单击“作业”窗格中的任意位置，然后单击“列”>“布局”。

■

单击要显示、隐藏或重新排列的标题行（如“父作业 ID”）。

■

根据需要使用“上移”、“下移”、“显示”和“隐藏”。

■

单击“确定”。 此时应当可以在活动监视器中查看各列。

请参见第 53 页的““属性”选项卡上的“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对于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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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监视器中单独重新启动作业
如果该策略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您可以单独重新启动虚拟机作业。 当策略备
份大量虚拟机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您可以单独重新启动一个或多个作业，而无需
重新运行整个策略。
在活动监视器中单独重新启动作业
◆

在活动监视器中，右键单击作业并选择“重新启动作业”。
有时，重新启动子作业需要重新启动其父作业。

在 vSphere Client 中查看 NetBackup 活动
在 VMware vCenter 中，NetBackup 可记录虚拟机的备份活动。 在 vSphere Client
中，可以查看任何父对象级别（如文件夹、数据中心、群集或主机）的事件。您还
可以查看虚拟机的事件。
注意：不需要用于 vSphere Client 的 NetBackup 插件。
确保启用了策略的“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选项：
请参见第 60 页的““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
在 vSphere Client 中查看备份事件和上次备份时间

1

打开 vSphere Client 并连接到 VMware 服务器。

2

转到“主目录”>“清点”>“主机和群集”。

3

选择对象（如数据中心、主机或虚拟机）并单击“任务和事件”选项卡。

4

单击“事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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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描述、类型或目标包含”字段中，输入 NetBackup。
如果 NetBackup 事件未显示，则表示可能已达到 vSphere Client 中的事件显
示限制。vSphere Client 可以显示的最大事件数为 1000（默认值为 100）。
请参见第 122 页的“更改 vSphere Client 中的事件显示限制”。

每个 NetBackup 事件包括以下详细信息：
描述

显示成功或失败的 NetBackup 操作，并包括策略详细信息和持
续时间。当您单击事件行时，“事件详细信息”窗格将会显示同
样的信息。

类型

类型为“信息”（针对成功操作）和“错误”（针对失败操
作）。

日期时间

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任务

未使用。

目标

已备份的虚拟机。

用户

运行备份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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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查看特定虚拟机的上次备份日期和时间，请选择该虚拟机并单击“摘要”选
项卡。
在“注释”下为 NB_LAST_BACKUP 属性列出了上次备份的时间戳：

7

要查看所有虚拟机上次备份的日期和时间，请单击“虚拟机”选项卡。

更改 vSphere Client 中的事件显示限制
◆

在 vSphere Client 中，单击“编辑”>“客户端设置”>“列表”选项卡。
使用“页面大小”字段更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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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psCenter 报告虚拟机备份
使用 OpsCenter 获取 VMware 虚拟机备份报告

1

在 Web 浏览器中启动 OpsCenter 控制台。
在通过网络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器的系统上的浏览器中输入以下内容：
http://host.domain/opscenter

其中 host.domain 是 OpsCenter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或 IP 地址。

2

单击“报告”选项卡。

3

单击“客户端报告”>“虚拟客户端摘要”。
《OpsCenter 报告指南》中介绍了“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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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加速器的虚拟机备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机的 NetBackup 加速器

■

加速器：完全日程表与增量式日程表

■

NetBackup 加速器和虚拟机的结合使用方式

■

虚拟机加速器的注意事项和要求

■

虚拟机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日程表属性）

■

加速器要求启用 OptimizedImage 属性

■

加速器备份和 NetBackup 目录库

■

备份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中的加速器消息

■

虚拟机加速器的 NetBackup 日志

■

关于报告通过网络传输的加速器备份数据量

■

在 NetBackup 命令输出中使用网络传输数据替换加速器映像大小

关于虚拟机的 NetBackup 加速器
NetBackup 加速器减少了 VMware 备份的备份时间。NetBackup 使用 VMware 的
“块更改跟踪”(CBT) 标识虚拟机中所做的更改。仅将已更改的数据块发送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从而显著减少了 I/O 和备份时间。介质服务器结合新数据
和之前的备份数据，并生成包括完整虚拟机文件的传统完全 NetBackup 映像。
注意：加速器主要适用于更改率不高的虚拟机数据。
加速器具有以下优势：

使用加速器的虚拟机备份
加速器：完全日程表与增量式日程表

■

执行完全备份时比传统备份更快。在备份主机和服务器之间创建了使用较少网
络带宽的压缩备份流。
加速器仅发送备份中已更改的数据块。然后 NetBackup 创建包括已更改块数据
的完全传统 NetBackup 映像。

■

加速器备份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以还原 Exchange、SQL 和 SharePoint
应用程序（仅使用完全日程表）。

■

加速器备份（完全和增量式）支持虚拟机的即时恢复。

■

如果在策略 VMware 选项卡上启用了“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则可
以从备份（完全或增量）中还原单个文件。

■

减少备份主机上的 I/O。

■

减少备份主机上的 CPU 负载。

加速器：完全日程表与增量式日程表
NetBackup 加速器支持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
注意：在首次执行完全备份后，使用完全日程表执行的加速器备份对 I/O 和性能的
影响与传统增量式备份基本相同。然而，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所有目录库引用都
是在执行传统的（非加速器）完全备份时建立的。
对于虚拟机还原，请注意以下关于通过加速器进行的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的信
息：
■

对于应用程序（Exchange、SQL 和 SharePoint），NetBackup 加速器仅支持
从完全备份进行粒度恢复技术 (GRT) 还原。

■

对于任何其他类型的虚拟机还原，加速器支持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

NetBackup 加速器和虚拟机的结合使用方式
要启用虚拟机备份加速，请在策略“属性”选项卡上单击“使用加速器”。
请参见第 50 页的“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NetBackup 加速器将为每台虚拟机创建备份数据流并备份映像，如下所示：
■

如果虚拟机之前没有备份，NetBackup 将执行完全备份，并使用 VMware 的“块
更改跟踪”跟踪每个 VMDK 上使用的数据。

■

在下一次备份时，NetBackup 将标识自上一次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数据。备份
中仅包括已更改的块和标题的信息，用于创建完全虚拟磁盘备份。

■

备份主机会向介质服务器发送一个由以下项目组成的 tar 备份流： 虚拟机已更改
的块、之前的备份 ID 和未更改块的数据范围（块的偏移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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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服务器将读取虚拟机已更改的块、备份 ID 和未更改块的数据范围。 根据备
份 ID 和数据范围，介质服务器可以在现有备份中找到虚拟机的其余数据。

■

介质服务器会指示存储服务器创建包含以下项目的新的完全映像：新更改的块
和位于存储服务器上现有的未更改的块。存储服务器可能不会写入现有的块，
但是会将它们链接到映像。

虚拟机加速器的注意事项和要求
请注意下列关于虚拟机加速器的内容：
■

需要 Data Protection Optimization Option 许可证。有关授权许可的最新信息，
请与您的 Veritas 销售或合作伙伴代表联系。

■

虚拟机加速器使用 VMware 的“块更改跟踪”(CBT) 标识虚拟机中所做的更改。
VMware CBT 有时可能会重置对文件更改的跟踪，例如在电源发生故障或硬盘
关闭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下次备份，NetBackup 会从 vmdk 文件读取所有
数据，因而备份花费的时间会比预期要长。如果重复数据删除已启用，重复数
据删除率将低于预期。
有关 CBT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章：
虚拟机上的块更改跟踪 (CBT) (1020128)

■

支持具有以下存储目标的磁盘存储单元：
■

云存储。由支持云存储的供应商提供的存储。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除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以外，
NetBackup 5200 系列设备也支持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

PureDisk Deduplication Option。

■

合格第三方的 OpenStorage 设备。

要验证存储单元支持的加速器，请参见当前支持的 OST 供应商的 NetBackup
硬件兼容性列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

NetBackup 支持某些第三方 OST 存储设备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关于详
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支持网站上的以下文档：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7089

■

Veritas 不建议您对任何将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和加速器结合使用的存储单
元启用“复制后失效”保留。 当运行备份时，“复制后失效”保留会导致映像
失效。要合成新的完全备份，SLP 备份需要之前的备份映像。如果在备份期间，
之前的映像失效，备份将失败。

■

根据需要更新 NetBackup 设备映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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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设备映射文件包含 NetBackup 可使用的所有存储设备类型。要使新
设备或升级的设备支持加速器，可以从 Veritas 支持站点下载当前的设备映射文
件。
有关设备映射文件和如何下载这些文件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 卷》。
■

仅当组中的存储单元选择为“故障转移”时，才支持存储单元组。

■

支持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每个加速器备份（从完全日程表或增量式日程表）
都将生成虚拟机的完整映像。

■

可以按如下方式使用增量式备份（累积或差异）：减少文件映射开销并减少记
录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文件数量。累积式备份可能包括更多的文件映射，
因为该备份不使用随机索引方法确定已更改的文件。在某些情况下，差异式备
份可能比累积式备份要快。

■

如果虚拟机的备份不存在，则 NetBackup 将执行完全备份。它还可以在备份主
机上访问 VMware CBT 信息。该初始备份将以正常（未加速）完全备份速度发
生。虚拟机的后续加速器备份将使用 VMware 的“块更改跟踪”加速备份。
注意：首次为使用加速器而启用 VMware 策略时，下一个备份（无论完全备份
还是增量式备份）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备份： 将备份所有在策略中选定的虚拟机
文件。如果该备份是增量式备份，则可能无法在备份时段内完成。当您将策略
升级到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并启用加速器时，请确保在所需时间内完成
下次完全备份。

■

如果创建策略时无法验证与该策略关联的存储单元，则请注意以下事项： 在备
份作业开始之后不久验证存储单元。 如果加速器不支持存储单元，备份将失败。
在 bpbrm 日志中，将显示与以下任一消息类似的消息：
Storage server %s, type %s, doesn't support image include.
Storage server type %s, doesn't support accelerator backup.

■

加速器要求存储启用 OptimizedImage 属性。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加速器要求启用 OptimizedImage 属性”。

■

由于 VMware 限制，VMware 模板不支持 BLIB。 因此，NetBackup 加速器不
能用于备份 VMware 虚拟机模板。

虚拟机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日程表属性）
虚拟机加速器使用 VMware 中的“块更改跟踪”(CBT) 技术标识已更改块。
NetBackup 创建完全虚拟机（合成）映像时，需要已更改的块。因此 Net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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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 VMware CBT 以正确标识已更改的块。要通过使用时间戳的基础 VMware
CBT 防止潜在遗漏，请使用“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选项，通过收集 VMware
CBT 报告的所有正在使用的块来执行该备份。
该选项通过为下一次加速器备份建立新基线来提供安全网络。
当使用“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时，将备份虚拟机上的所有数据。此备份类似于
首次为某个策略进行的 VMware 加速器备份。 对于强制的重新扫描作业，加速器的
优化百分比为 0。该备份的持续时间类似于非加速器完全备份的持续时间。
例如：可以通过“使用加速器”选项设置每周完全备份日程表。您可以通过启用了
“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选项的第二个日程表补充该策略，以便每六个月运行一
次。
注意：如果未选中“属性”选项卡上的“使用加速器”选项，则“加速器强制的重
新扫描”不可用。

加速器要求启用 OptimizedImage 属性
加速器要求存储启用 OptimizedImage 属性。
要确保正确配置存储，请参见针对存储选项的文档：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自 NetBackup 7.1 版本起，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OptimizedImage 属性。如果在
早期版本中创建了存储服务器和池，则必须针对 OptimizedImage 对其进行配
置。
请参见《NetBackup Deduplication 指南》。

■

备份到第三方磁盘设备。
存储设备必须支持 OptimizedImage 属性。
请参见 NetBackup OpenStorage Solutions Guide for Disk（《 NetBackup
OpenStorage 磁盘解决方法指南》）。

■

NetBackup 支持的云存储。
请参见《NetBackup 云管理指南》。

■

PureDisk 存储池。
默认情况下，PureDisk 支持 OptimizedImag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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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备份和 NetBackup 目录库
使用加速器并不影响 NetBackup 目录库的大小。 使用加速器的完全备份生成的目
录库大小与不使用加速器的完全备份相同。 同样也适用于增量式备份： 使用加速
器不需要比不使用加速器进行相同备份更多的目录库空间。
潜在的目录库影响确实存在，具体取决于使用加速器进行完全备份的频率。 使用加
速器的完全备份比常规完全备份更快。 因此可能要尝试使用加速器完全备份替换增
量式备份。 注意： 由于完全备份比增量式备份需要更多目录库空间，因此使用完
全备份替换增量式备份会增加目录库的大小。 将增量式备份更改为完全备份时，必
须在加速器完全备份的优势和完全备份需要比增量式备份更多的目录库空间之间进
行权衡。

备份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中的加速器消息
当虚拟机首次备份时，加速器不用于该备份。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中会显示以下消
息：
7/25/2012 4:45:35 PM - Info bpbrm(pid=6192) There is no complete
backup image match with track journal, a regular full backup will
be performed
...
7/25/2012 4:53:22 PM - Info bpbkar32(pid=5624) accelerator sent
5844728320 bytes out of 5844726784 bytes to server, optimization 0.0%

当虚拟机的后续备份使用加速器时，将在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7/27/2012 4:40:01 AM - Info bpbrm(pid=412) accelerator enabled
...
7/27/2012 4:43:07 AM - Info bpbkar32(pid=4636) accelerator sent
74764288 bytes out of 5953504256 bytes to server, optimization 98.7%

此消息是加速器的关键跟踪。在此示例中，加速器将备份数据成功减少了 98.7%。

虚拟机加速器的 NetBackup 日志
加速器不需要其自己的日志目录。有关加速器的日志消息，请参见以下标准
NetBackup 日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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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NetBackup 日志可能包含加速器信息

日志目录

位于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brm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
务器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rm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tm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kar

备份主机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kar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

备份主机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fis
VxMS 日志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要创建日志目录，请在 NetBackup 服务器和备份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在 UNIX/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logs/mklogdir

关于报告通过网络传输的加速器备份数据量
对于加速器备份报告，有若干个 NetBackup 命令可以报告通过网络传输的每个加速
器备份的数据量。传输数据量通常远小于加速器备份映像的大小。
对于每个加速器备份，NetBackup 将客户端（或 VM）中已更改的块与上次备份后
未更改的数据组合起来合成备份映像。然而，在进行备份时，NetBackup 仅通过网
络发送已更改的数据。生成的备份映像可能远大于通过网络的备份数据量。对于备
份报告，区分备份映像大小和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量非常重要。
对于加速器备份，以下 NetBackup 命令输出中会显示网络传输的数据：bpdbjobs、
bpimagelist 和 bpclimagelist。
表 9-2 列出了这些命令的默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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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bpdbjobs、bpimagelist 和 bpclimagelist 的默认位置

命令

默认位置

bpdbjobs、
bpimagelist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对于 UNIX、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bpclimagelist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对于 UNIX、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

下例使用 bpimagelist 命令显示 acmevm2 的备份结果：
bpimagelist -backupid acmevm2

输出示例：

在本例中，备份映像的大小为 7799632 KB，网络传输数据量是 225792 KB。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显示通过网络传输的加速器备份数据量。

bpimagelist
bpimagelist -backupid backup_id [-l | -L | -json | -json_compact]

方括号 [] 表示可选元素，竖线 | 表示您只能选择方括号中的一个选项。
表 9-3 介绍了网络传输数据字段在 bpimagelist 输出中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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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显示通过网络传输的加速器备份数据量的 bpimagelist 选项

bpimagelist 选
项

网络传输数据字段的显示

没有选项

此字段未标注。例如：225792
请参见本主题的前面部分提供的 bpimagelist 示例输出。

-l

此字段未标注（等同于无选项）。例如：225792

-L

此字段已标注。例如：
Kilobytes Data Transferred: 225792

-json

此字段已标注。例如：
"kilobytes_data_transferred": 225792,

-json_compact

此字段已标注。例如：
"kilobytes_data_transferred":225792,

bpdbjobs
bpdbjobs –jobid job_id -report –most_columns

或
bpdbjobs –jobid job_id -report –all_columns

网络传输数据字段在输出的末尾显示。

bpclimagelist
bpclimagelist -client client_name

此命令只能在通常显示加速器备份映像大小的字段中显示网络传输数据。要使用此
命令显示网络传输数据，必须配置 NetBackup 设置：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在 NetBackup 命令输出中使用网络传输数据替换加速器映像大
小”。
有关这些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或 NetBackup 手
册页。

在 NetBackup 命令输出中使用网络传输数据替换加速
器映像大小
您可以配置 bpimagelist、bpdbjobs 和 bpclimagelist 的输出，以显示通过网络
传输的加速器备份数据量，而不显示备份映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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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显示加速器映像大小的默认 bpimagelist 输出（请注意圈出的值 7799632）。
网络传输数据量显示在输出中的较下方 (225792)：

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命令输出，以在映像大小字段中显示网络传输数据。在输出
中，映像大小值被替换为网络传输数据值（请参见以下示例）。从命令输出中读取
映像大小的脚本现在读取网络传输数据量。
在下面的 bpimagelist 输出中，映像大小字段显示了网络传输数据 (2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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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命令的标注输出中也发生同样的变化（例如使用 bpimagelist 的 -L 选项）。
例如，Kilobytes 字段显示传输数据值（在示例中为 225792），而不是加速器备
份映像大小。
允许在 bpimagelist、bpdbjobs 和 bpclimagelist 的加速器映像大小字段中报告网络
传输数据
◆

使用 bpsetconfig 命令实现输出更改。
要使 bpclimagelist 命令发生此更改，请在主服务器上输入 bpsetconfig 命
令。要使 bpimagelist 或 bpdbjobs 实现此更改，请在要运行 bpimagelist
或 bpdbjobs 的服务器上输入 bpsetconfig 命令。
要想基于您要报告的加速器备份类型使用 bpsetconfig 命令，请参考表 9-4。

表 9-4
要报告的备份的
类型

在 bpimagelist、bpclimagelist 或 bpdbjobs 输出的加速器映像大
小字段中报告网络传输数据

输入此命令

增量式 VMware 加 对于 Windows
速器备份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INC_VMWARE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对于 UNIX、Linux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INC_VMWARE"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所有 VMware 加速 对于 Windows
器备份（完全和增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量式）
FOR_ACCL_ALL_VMWARE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对于 UNIX、Linux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ALL_VMWARE"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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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告的备份的
类型

输入此命令

所有增量式加速器
备份（物理客户端
和 VMware）

对于 Windows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INC_ALL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对于 UNIX、Linux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INC_ALL"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所有加速器备份
（完全和增量式、
物理客户端和
VMware）

对于 Windows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ALL_ALL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对于 UNIX、Linux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
FOR_ACCL_ALL_ALL"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将命令输出重置为默认设置
◆

要禁止在加速器映像大小字段中报告网络传输数据（恢复到默认设置），请输
入以下值：
对于 Windows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DISABLED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对于 UNIX、Linux
echo "REPLACE_IMAGE_SIZE_WITH_DATA_TRANSFERRED =
REPLACE_IMAGE_SIZE_DISABLED"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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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虚拟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

Linux 上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

还原整个 VMware 虚拟机

■

关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

还原 VMware 虚拟机磁盘

■

关于还原单个文件

■

还原单个文件

■

NetBackup 如何在还原时处理 VMware 标记关联

■

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

■

关于 Linux 上的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

■

如果恢复主机与备份主机不处于同一 NetBackup 版本级别

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在开始还原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不支持单个文件的跨平台还原。可以将 Windows 文件还原到 Windows 来宾操
作系统，但无法还原到 Linux。可以将 Linux 文件还原到支持的 Linux 来宾操作
系统，但无法还原到 Windows。换句话说，还原主机必须与要还原的文件具有
相同的平台。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关于还原单个文件”。

■

除非在虚拟机上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否则必须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执
行还原。

还原虚拟机
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

要将文件还原到原始虚拟机位置，必须将目标指定为虚拟机的主机名（而不是
显示名称或 UUID）。

■

要直接还原到 ESX Server，为还原指定的名称必须与 ESX Server 的正式主机
名匹配。该名称的格式必须与在 DNS 和 VMware 服务器中注册时使用的格式相
同（短名称或完全限定名称）。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如果在备份 VM 后更改了 VM 的显示名，则单击“启动恢复”时，恢复前检查
可能会失败：
VM exists overwrite -Failed. Vmxdir for VM exists

您可以忽略该错误并单击“启动恢复”，但请注意：还原可能会成功，但包含
新还原 VM 的 vmx 文件的文件夹与现有 VM 的 vmx 文件夹不同名。 VMware
不会在重命名 VM 时重命名此文件夹，而会继续使用现有文件夹。
或者，将 VM 还原到其他位置。
■

虚拟机模板无法还原到独立 ESX server。由于模板是 vCenter 服务器的某个功
能，您必须通过 vCenter 还原模板。如果将模板还原到独立 ESX server，模板
将转换为普通的虚拟机且不再是模板。

■

对 VM 引导设置所做的更改位于 VM 的非易失性随机存取内存（.nvram 文件）
中。 请注意，NetBackup 不备份 .nvram 文件：不备份对 VM 的默认引导设置
所做的更改。 还原 VM 时，更改后的引导设置不可用，并且 VM 可能无法引导。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解决办法，请参见以下技术说明：
如何在还原的 VMware VM 中重新配置 BIOS

■

如果按虚拟机的显示名称或 UUID 对虚拟机进行备份，且其显示名称与其主机名
不相同，请注意：必须正确指定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端。使用 NetBackup 的“备
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的“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
请参见第 244 页的“使用安装在虚拟机上的 NetBackup BAR 界面还原文件时出现
无效客户端错误”。

■

如果虚拟机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卷，则不支持从虚拟机
的完全备份中还原单个文件。

■

要逐个还原 Windows NTFS 加密文件，必须在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
端。
请参见第 213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 最佳做法”。

■

对于虚拟机还原，VMware 仅对于 vSphere 4.1 和更高版本环境的 备份支持
NBDSSL 传输模式。早于 vSphere 4.1 的 VMware 系统的备份无法使用 NBDSSL
传输模式进行还原。

■

如果使用 SAN 传输类型尝试还原整个虚拟机失败，请转而尝试 NBD 传输类型。

■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NBD 或 NBDSSL 传输模式还原虚拟机可能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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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碎片导致虚拟机中有许多小的数据区段。（文件系统区段是由块偏移和
大小定义的一段连续存储区域。）

■

还原来自块级别增量 (BLI) 备份，进行增量备份时，磁盘上已更改的块会产
生大量碎片。

在上述任一情况下，为了加快还原速度，请使用 hotadd 传输模式代替 NBD 或
NBDSSL 传输模式。
■

VMware 不支持将虚拟机直接还原到 vCenter 管理的 ESX Server 5.x。要还原
虚拟机，请选择 vCenter Server 作为目标。
替代方法是，可以设置要用于还原的独立 ESX Server。必须通过“VMware 还
原 ESX Server”服务器类型，为该 ESX Server 添加 NetBackup 还原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对于 SAN 传输模式，在还原到 vCenter Server 时，作业可能很慢。为了提高速
度，请指定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作为还原的目标。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对于 SAN 传输模式和 Windows 2008 R2 或 2012 上的还原主机，如果 DataStore
的 LUN 脱机，则还原会失败。 “详细状态”日志包含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5/22/2013 4:10:12 AM - Info tar32(pid=5832) done. status: 24:
socket write failed
5/22/2013 4:10:12 AM - Error bpbrm(pid=5792) client restore EXIT
STATUS 24: socket write failed
■

确保还原主机上 SAN 磁盘的状态为“联机”（而不是“脱机”）。使用
Windows diskpart.exe 实用程序或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diskmgmt.msc)，可以
检查或更改磁盘状态。当磁盘状态显示为联机时，请重试还原。

■

如果已启用多路径，请确保所有路径处于联机状态。

■

在其他情况下，通过 SAN 传输模式进行的还原可能会很慢。下面的 VMware 文
章提供了详细信息：
Best practices when using SAN transport for backup and restore（《将 SAN
传输用于备份和还原时的最佳做法》）

■

VMware 虚拟磁盘开发工具包 (VDDK) 中的 API 包含下列限制：虚拟机还原过
程中的最大写入速度大约是硬件最大速度的三分之一。以下 Veritas 技术说明包
含更多信息：
Two causes of slow NetBackup for VMware restore performance（《NetBackup
for VMware 还原性能慢的两个原因》）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69860

■

当还原大型文件时，请确保快照在目标虚拟机上未处于活动状态。否则，文件
将还原到 VMware 配置 DataStore，该 DataStore 可能太小而无法容纳要还原
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还原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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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ataStore（有时称为 vmx 目录）包含描述虚拟机的配置文件，如 *.vmx
文件。请注意，vmdk 文件的活动快照也将存储在配置 DataStore 中。
■

如果在虚拟机还原完成之前将其取消，则未完全还原的虚拟机仍位于目标位置。
取消还原作业时，NetBackup 不会删除未完成的虚拟机。必须手动删除未完成
的虚拟机。

■

如果虚拟机显示名称包含非 ASCII 字符，则备份可能会成功，但还原将会失败。
要还原虚拟机，您必须更改显示名称，使其仅包含 ASCII 字符，然后重试还原。

■

NetBackup 支持某些第三方 OST 存储设备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Veritas 支持技术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7089

■

NetBackup for VMware 不支持通过 ClientDirect Restore 还原单个文件。

■

在还原时，仅在链接文件和其目标文件在同一作业中进行还原的情况下，
NetBackup 才会在硬链接与其原始文件之间重新创建链接。如果在单独的还原
作业中逐一还原每个文件，则这些文件将还原为单独的文件，而不会重新建立
链接。

■

如果您将 vCloud 中的 VM 还原为过期的 vApp，则会自动续订 vApp 并将其重
新添加到 vCloud 组织。如果过期的 vApp 包含其他 VM，将同时从过期列表中
删除所有 VM 并将其添加到组织。
请注意，在 vCloud Director 中必须先续订过期的 vApp，然后才能将 VM 导入
到该 vApp。

■

远程连接到英语语言环境中的 Windows Java GUI 后，包含非 ASCII 字符的文
件的还原可能会失败。
有关如何还原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技术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75745

■

请参见第 26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Linux 上还原注意事项和限制
在开始还原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不支持单个文件的跨平台还原。可以将 Linux 文件还原到支持的 Linux 来宾操作
系统，但无法还原到 Windows。

■

如果 Linux 文件系统在创建快照前没有静默，表示某些文件可能不一致。这样的
文件可以从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中恢复。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Linux 上的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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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 ext2 或 ext3 文件系统迁移到 ext4，请务必遵循 Ext4 wiki 上的以下页面中
“Converting an ext3 file system to ext4”（将 ext3 文件系统转换为 ext4）下
的说明：
https://ext4.wiki.kernel.org/index.php/Ext4_Howto#Converting_an_ext3_filesystem_to_ext4
如果不按照这些说明操作，则新创建的 ext4 文件中的数据将不会从内存快速刷
新到磁盘。这样，NetBackup 就无法在 ext4 文件系统中备份最近创建的文件的
数据。（NetBackup 快照会将文件作为零长度文件进行捕获。）
对于未正确迁移的文件系统而言，解决方法是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每次开始备份之前，在 ext4 文件系统中运行 Linux 同步命令。

■

安装适用于 VMware 的 NetBackup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适用于 Linux
虚拟机的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附录中介绍了此实用程序。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可以静默 Linux 文件系统，这可以保证将所有数据从内存刷新到磁
盘中。

■

对于 Linux 虚拟机，NetBackup 无法从软件 RAID 卷还原单个文件。还原整个
虚拟机时会还原这些文件。

■

Linux ext4 文件系统包括一个持久的预分配功能，用于保证文件的磁盘空间，而
无需用零填充已分配空间。当 NetBackup 还原预分配的文件时（还原至任何受
支持的 ext 文件系统），该文件将丢失其预分配，并还原为稀疏文件。还原的稀
疏文件只与写入原始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节一样大。另请注意，对稀疏文件的后
续写入可能不连续。

■

NetBackup 支持 Linux LVM2 卷的备份和还原，包括 LVM2 卷中的单个文件还
原。但是请注意，NetBackup 不支持通过 LVM2 中的快照功能创建的快照中的
单个文件还原。如果备份时存在 LVM2 快照，将在备份中捕获该快照中的数据。
恢复整个虚拟机时，该数据可以与其余虚拟机数据一起还原。

■

NetBackup 支持备份 Linux FIFO 文件和套接字文件。NetBackup 不支持单独还
原 FIFO 文件和套接字文件。恢复整个虚拟机时，FIFO 文件和套接字文件可以
与其余虚拟机数据一起还原。

■

对于 Linux 虚拟机，支持 ext2、ext3 和 ext4 文件系统以还原单个文件。如果分
区使用其他文件系统，虽然备份成功，但是无法单独还原该分区中的文件。必
须使用 ext2、ext3 或 ext4 格式化 /（根）分区，使 NetBackup 能够显示要在
“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还原的装入点。
请参见第 244 页的“从 Linux 虚拟机还原文件时装入点不可用”。

■

将 Linux 文件单独还原到 Linux 虚拟机上的 NFS 共享设备时，NetBackup 只能
还原文件数据和属性。不能将扩展属性还原到 NFS 共享设备。

■

对于运行 Linux 来宾操作系统的虚拟机：还原虚拟机时，ESX Server 可能会为
虚拟机分配一个新的（虚拟）MAC 地址。在重新启动虚拟机之后，必须配置其
MAC 地址。例如，虚拟机的原始 MAC 地址可能位于必须更新的配置文件中。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VMwar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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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Linux，则适用其他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31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有关 Linux 虚拟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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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整个虚拟机

1

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BAR)。

2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3

指定以下各项：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 控制备份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务器
用于还原的源客户端 已备份的 VMware 虚拟机。
单击“搜索 VM 客户端”搜索或浏览虚拟机。使用此选项可以在
大型多层虚拟环境中查找虚拟机。
请参见第 171 页的“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
或输入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上为“主 VM 标识符”选项选
择的名称的类型。例如，如果“主 VM 标识符”选项设置为 VM
主机名，请输入虚拟机的主机名。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 此字段将被忽略。还原目标在其他屏幕中指定，如后续过程中所
端
述。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型 创建备份的策略的类型 (VMware)。
日期/时间范围

搜索备份的时间段。

4

单击“确定”。

5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虚拟机备份”。
将出现一个还原窗口，显示可用于还原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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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要还原的虚拟机备份。

在“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 VMware 备份，然后单击“所有文
件夹”下的复选框。 而必须选择整个虚拟机。
在“内容”窗格中，选择 vmdk 文件。

7

单击“开始还原标记的文件”图标：

出现的对话框类型取决于是否针对 vCloud 启用了备份功能。
vSphere（非 vCloud）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还原到原始位置）”。
请参见第 147 页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vCloud

请参见第 207 页的“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

“虚拟机恢复”对话框（还原到原始位置）
以下主题介绍了用于将虚拟机还原到原始位置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屏幕。这些
屏幕不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请参见第 207 页的“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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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目标”对话框
可以选择虚拟机恢复的目标类型：原始位置或备用位置。
该对话框包括以下内容：
■

备份时虚拟机的原始设置
显示虚拟机在备份时的配置。
将虚拟机还原到其原始位置时，将使用这些配置设置且不能更改。
如果还原到备用位置（而不是还原到原始位置），则可以单击“下一步”更改
这些设置。

■

将虚拟机恢复到
可选择“原始位置”或“备用位置”。

“恢复选项”对话框
按如下所述选择恢复主机和传输模式：
■

目标设置
显示虚拟机在备份时的配置。还原虚拟机时，这些设置将应用于该虚拟机。
注意：所包括的此信息仅适用于恢复到 vSphere（而不适用于恢复到 vCloud）。

■

NetBackup Recovery Host
执行恢复的主机。默认为执行备份的主机（备份主机）。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执行备份的主机。选择其他主机作为恢复主机可能导
致还原缓慢或失败，具体取决于传输模式。
例如，在以下情况下，如果选择 SAN 传输模式，还原将失败：
■

执行备份的主机使用 SAN 连接访问 Datastore。

■

您选择作为恢复主机的主机对 Datastore 无 SAN 访问权限。

■

介质服务器
可使用此选项选择介质服务器，该介质服务器则有权访问包含备份映像的存
储单元。例如，包含多个介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环境。
注意：如果包含备份映像的存储单元未与多个介质服务器共享，此选项将灰
显。

■

传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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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将还原数据从恢复主机发送到 VMware DataStore 的方式。适合的选项部分
取决于连接 VMware DataStore 与恢复主机的网络类型。
默认为备份使用的类型。
SAN

适于通过光纤通道 (SAN) 或 iSCSI 的未加密传输。

nbd

适于本地网络上使用网络块设备 (NBD) 驱动程序协议
的未加密传输。这种模式的传输通常比光纤通道传输
方式要慢。

nbdssl

适于使用网络块设备 (NBD) 驱动程序协议的本地网络
上的加密传输 (SSL)， 这种模式的传输通常比光纤通
道传输方式要慢。

hotadd

要求恢复主机位于虚拟机中。
有关此传输模式以及在 VMware 虚拟机中安装恢复主
机的说明，请参考 VMware 文档。

“上移”、“下移”

使用这两个选项可更改 NetBackup 尝试每个选定模式
的顺序。 突出显示某种模式并单击“上移”或“下
移”。
例如：假定选择了所有四种传输模式，顺序为 SAN、
hotadd、nbd 和 nbdssl。 如果其中一个虚拟磁盘无法
使用 SAN 进行访问，将不对虚拟机的任何磁盘使用
SAN 传输模式。 之后，NetBackup 将尝试对所有磁盘
使用 hotadd 模式。NetBackup 继续尝试每种模式，直
到找到可成功用于所有磁盘的类型。

“虚拟机选项”对话框
虚拟机选项：
■

还原 BIOS UUID xxx，而不是创建新的 UUID
保留原始虚拟机的 UUID（注意，UUID 是全局唯一标识符）。虚拟机利用还原
前其所拥有的同一 UUID 来进行还原。
请注意以下几点：

■

■

如果在目标还原位置存在具有同一显示名称但不同 UUID 的虚拟机，还原将
失败。您要么删除现有虚拟机然后运行还原，要么保留现有虚拟机而不进行
还原。

■

如果不需要保留现有虚拟机，可以删除现有虚拟机，或者登录到 ESX Server
并删除该虚拟机所在的目录。

还原实例 UUID xxx 而不是创建新的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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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始虚拟机的实例 UUID（注意，实例 UUID 是虚拟机的 vCenter 特定唯一
标识符）。 虚拟机使用备份时采用的相同实例 UUID 进行还原。
如果虚拟机还原到独立 ESXi 主机，则此选项将会禁用。
如果目标还原位置存在具有相同实例 UUID 的虚拟机，则会显示一条消息，指明
该 UUID 已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将不还原原始实例 UUID，但会为虚拟机分
配一个新的 UUID。
■

重写现有虚拟机
如果目标位置上存在具有同一显示名称的虚拟机，则必须在还原开始之前删除
该虚拟机。否则，还原将失败。选择此选项可删除该虚拟机。

■

删除 DVD/CD-ROM 驱动器、串行端口或并行端口等设备的备份信息。
如果虚拟机包含备份虚拟机时装入到 CD 的 ISO 文件，需要注意的是，还原虚
拟机时，该 ISO 文件必须在目标 ESX Server 上可用。如果该 ISO 文件在 ESX
服务器上不可用，则还原将失败。
该选项将还原虚拟机，但不还原在备份虚拟机时装入的 ISO 文件。

■

删除网络接口
从还原的虚拟机删除任何网络接口。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选择此选项：
■

自备份之后目标虚拟机上的网络连接已发生更改。

■

或者，如果原始虚拟机仍然存在，并且重复项可能导致冲突。

■

删除标记关联
选中此选项后，NetBackup 在还原虚拟机时不会尝试还原标记关联。 如果未选
中此框，则 NetBackup 会尝试还原备份中的所有标记关联。 如果 NetBackup
无法还原一个或多个标记关联，还原退出时会返回 NetBackup 状态代码 1。

■

恢复后启动虚拟机
选择此选项可在恢复完成之后自动打开恢复的虚拟机。

■

覆盖默认作业优先级
选中此复选框可覆盖默认优先级。

■

作业优先级
使用此字段设置更高的优先级。

■

保留原始硬件版本
此选项会还原使用其原始硬件版本（例如 4）的虚拟机。即使目标 ESX Server
默认情况下使用其他硬件版本（例如 7 或 8），它仍保留原始版本。如果目标
ESX Server 不支持虚拟机的硬件版本，还原可能会失败。
如果禁用此选项，还原的虚拟机将转换为 ESX Server 使用的默认硬件版本。

已还原的虚拟磁盘的格式：
■

原始置备
使用虚拟机的虚拟磁盘的原始置备还原这些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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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关于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对于“原始置备”，NetBackup 将以备份
虚拟机时的格式还原虚拟机的虚拟磁盘。该格式可能不同于虚拟机最初创建时
vCloud 组织的默认格式，或目标组织的格式。

■

厚置备慢速清零
以厚格式配置还原的虚拟磁盘。创建虚拟磁盘时会分配虚拟磁盘空间。此选项
将会还原已填充的块，但稍后会根据需要以零初始化空块。

■

厚置备急速清零
以厚格式配置还原的虚拟磁盘。还原已填充的块，并立即用零初始化空块（急
速清零）。使用此选项创建虚拟磁盘可能要花费更多时间。但是，如果通过 SAN
执行还原，急速清零功能可以减少与 vCenter Server 的网络通信，从而加速还
原。

■

瘦置备
以瘦格式配置还原的虚拟磁盘。还原已填充的块，但是不初始化空块或提交这
些块。
瘦置备通过动态增长 vmdk 文件来节省磁盘空间。vmdk 文件不大于虚拟机上的
数据所需的空间。虚拟磁盘会根据需要自动增加大小。
注意：如果 vmdk 已完全写入，VMware 会自动将瘦置备磁盘转换为“厚置备急
速清零”。
有关瘦置备磁盘的更多详细支持信息，请参考以下 Veritas 文档：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有关虚拟磁盘置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Mware 文档。

执行恢复对话框
查看要在还原的虚拟机中应用的设置。
■

恢复设置
列出在恢复中所使用的设置。

■

运行恢复前检查
单击此选项可验证下列项目：凭据、DataStore 上的可用空间以及其他重要要
求。关于检查的说明，请参见表 10-1。

■

启动恢复
启动虚拟机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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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检查类型

恢复前检查

描述

验证 vSphere 服务器凭据 验证 NetBackup 是否具有访问用于还原的 vSphere 服务器的正确凭据。
验证数据中心路径

验证 NetBackup 是否能够访问指定用于还原的数据中心。

验证文件夹路径

验证 NetBackup 是否能够访问指定用于还原的 VM 文件夹。

不受支持的非 ASCII 字符 检查 VM 显示名称、数据中心名称或网络名称中不受支持的非 ASCII 字符。
VM 存在重写

如果还原目标存在原始 VM，则验证是否选中了“重写现有虚拟机”选项。 如果 VM 存在
并且重写选项已选中，则将使用还原的 VM 重写该 VM。
如果还原目标不存在原始 VM，则验证原始 VM 的 vmx 配置文件目录是否存在。 如果原始
VM 不存在但 vmx 目录存在，则为还原的 VM 指定其他显示名称。

DataStore（或 DataStore 验证用于还原的 DataStore（或 DataStore 群集）是否为还原的 VM 的 vmx 配置文件保留
群集）上为配置文件保留 了足够的空间。
足够的空间
VMware 连接测试

验证 NetBackup 还原主机是否能与 vCenter Server 通信。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 验证用于还原的 DataStore（或 DataStore 群集）是否为还原的 VM 文件保留了足够的空
可用空间
间。
SAN DataStore 兼容性

验证所选的 DataStore 是否具有兼容的块大小。
例如，如果检测到以下问题则此检查失败：VM 的 vmdk 文件大小不是 VMFS 块大小倍数。
在这种情况下，还原期间最后一部分块写入可能失败，并且还原作业失败，状态为 2820。
NetBackup 作业详细信息日志包含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12/12/2011 3:12:28 AM - Critical bpbrm(pid=3560) from client
io.acme.com: FTL - Virtual machine restore: file write failed
在这种情况下，请在还原 VM 时使用 NBD 或 NBDSSL 传输模式。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 VMware 知识库文章：
Best practices when using advanced transport for backup and restore (1035096)（《将高
级传输用于备份和还原时的最佳做法 (1035096)》）

验证唯一的 BIOS UUID

如果仅为还原选择了 SAN 传输模式，则确定指定的 vCenter 中是否存在具有相同 BIOS
UUID 的 VM。 在这种情况下，VDDK 6.0 中的一个问题可能导致还原失败。

“虚拟机恢复”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以下主题介绍了用于将虚拟机还原到备用位置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屏幕。这些
屏幕不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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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7 页的“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

“恢复目标”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

该虚拟机在备份时所具有的原始设置
显示虚拟机在备份时的配置。如果还原到备用位置（而不是还原到原始位置），
则可以单击“下一步”更改这些设置。

■

将虚拟机恢复到
选择“备用位置”。

“恢复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恢复选项”对话框最初显示备份虚拟机时记录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原始虚拟
机设置。在接受任何默认值之前，可能需要验证原始主机或服务器是否仍然可用。
该对话框包含以下字段：
■

NetBackup Recovery Host
恢复主机会将虚拟机文件传输到此对话框的其他字段所指定的 VMware 目标中。
恢复主机的默认设置为备份该虚拟机的备份主机。
选择恢复主机时请考虑以下因素：

■

■

要使用原始 VMware 备份主机进行恢复，请验证该备份主机是否仍然存在。
因为在完成备份之后，原始备份主机可能会被删除或重新配置。

■

要使用的主机上的当前处理负载可能也是一项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还原虚拟
机时，恢复主机会遇到大量的 I/O 活动。

■

恢复主机和目标 DataStore 之间的网络连接可能会限制数据传输的类型和速
度。例如，要使用 SAN 传输模式，恢复主机必须能访问 DataStore 中相应
的 LUN。

介质服务器
可使用此选项选择介质服务器，该介质服务器则有权访问包含备份映像的存储
单元。例如，包含多个介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环境。
注意：如果包含备份映像的存储单元未与多个介质服务器共享，此选项将灰显。

■

传输模式
确定将数据从恢复主机发送到 VMware DataStore 的方式。适用的模式取决于
NetBackup Recovery Host 和 VMware DataStore 之间的连接类型。
提供了有关这些选项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43 页的““恢复选项”对话框”。

148

还原虚拟机
还原整个 VMware 虚拟机

■

vCenter Server
为还原的虚拟机指定 vCenter Server。要使用原始 vCenter Server（默认值），
请确认原始 vCenter Server 仍然存在。
要使用其他 vCenter Server，请考虑它是否与要还原的虚拟机兼容。例如：如果
您尝试将 vmx-07 虚拟机还原到低于 4.0 的 vSphere 服务器，请注意：VMware
Tools 会将虚拟机转换为较早的硬件版本。
在其他情况下，可以使用“虚拟机选项”对话框中的“保留原始硬件版本”选
项。
如果对还原 ESX Server 使用 SAN 传输模式，那么还原可能会更快完成（绕过
任何 vCenter Server）。
选择还原的目标主机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 NetBackup 具有访问 vCenter Server 的凭据（但不具有访问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的凭据），请注意：可以通过 vCenter Server 还原虚拟
机。在这种情况下，还原的数据移动经过 vCenter Server。通过 vCenter
Server 传递虚拟机数据可能会增加完成还原所需的时间。
凭据必须授予 NetBackup 对 vCenter Server 的完全访问权限。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

如果 NetBackup 具有访问 vCenter Server 和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的
凭据，还原可能会更快完成。在这种情况下，NetBackup 默认为将虚拟机数
据直接传递至还原 ESX Server，绕过 vCenter Server。您可以选择放置还原
的虚拟机的 vCenter 文件夹。凭据必须授予 NetBackup 对还原 ESX Server
的完全访问权限。
选择 vCenter Server，然后单击“更改”选择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注意： 在 vCenter 5.x 环境中，NetBackup 使用选定的 vCenter 创建虚拟
机。然后，NetBackup 通过使用该服务器的还原 ESX Server 凭据将 .vmdk
文件直接写入 ESX Server 中。

■

如果 NetBackup 具有访问 ESX Server 的凭据，您可以指定该服务器作为还
原目标。凭据必须授予 NetBackup 对 ESX Server 的完全访问权限。
对 vCenter Server 选择“无”，然后单击“更改”选择 ESX Server。
注意：要还原到 ESX 5 服务器，ESX 必须独立而不受 vCenter 5 管理。要
还原到 vCenter 5 下的 ESX 5，NetBackup 必须具有 ESX 的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凭据。选择 vCenter，然后单击“更改”选择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

ESX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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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还原的虚拟机要驻留的 ESX Server。要使用原始 ESX Server（默认值），
请确认原始 ESX Server 仍然存在。
单击“更改”浏览以查找其他 ESX Server。
请参见第 151 页的““选择 ESX Server”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

DataCenter
显示包含选定 ESX Server 的 VMware 数据中心。

■

文件夹
文件夹是 vCenter 内包含 VMware 对象（如 DataStore、网络和虚拟机）的逻
辑实体。
默认情况下，此字段会显示备份虚拟机时包含该虚拟机的 VMware 文件夹。如
果选择将虚拟机还原到其他 ESX Server，则此字段将更改为“无”。之后，必
须单击“更改”在数据中心中为还原的虚拟机选择一个文件夹。
请参见第 151 页的““选择文件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

显示名称
为还原的虚拟机指定 VMware 显示名称。默认值是备份虚拟机时该虚拟机所具
有的显示名称。
该显示名称对于在其中还原该虚拟机的 vCenter Server 而言必须是唯一的。
注意：如果此位置（或原始位置）已经存在具有此显示名称的虚拟机，则系统
会提示您单击“重写现有虚拟机”。如果还原虚拟机将导致同一 vCenter Server
上的两个虚拟机具有相同的显示名称，则您无法还原该虚拟机。

■

资源池/vApp
使用此选项可将还原的虚拟机分配给 VMware 资源池或 vApp。资源池管理主机
的 CPU 和内存。vApp 是虚拟机的逻辑容器，也与虚拟机共享某些功能。

■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
指定包含虚拟机配置文件的 VMware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单击“更
改”进行选择。
此 Datastore（有时称为 vmx 目录）包含描述虚拟机的配置文件，如 *.vmx 文
件。vmdk 文件的活动快照也将存储在此 DataStore 中。
注意：DataStore 字段显示备份虚拟机时包含该虚拟机数据的 DataStore 的名
称。即使该 DataStore 位于 DataStore 群集中，该字段也会显示 DataStore 的
名称，而不是 DataStore 群集的名称。还原虚拟机时，NetBackup 将会确定
DataStore 的当前配置方式（在或不在群集中）并相应地配置虚拟机。

■

为所有 VMDK 使用相同的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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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将所有还原的虚拟机分配到在“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字段中选择
的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
如果未选择此选项，您可以在后面的对话框（“存储目标”对话框）中将 VMDK
分配到特定的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

“选择 ESX Server”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在“选择 ESX Server”对话框中，可以输入 ESX Server 的名称，或者在列表中向
下钻取以选择一台服务器。
■

指定 ESX Server
在此字段中输入 ESX Server 的名称。当您键入名称时，可用服务器的列表将会
自动扩展，并突出显示最匹配的项。

■

搜索
如果需要，请单击“搜索”来查找您键入的服务器名称。
注意：一些较旧的 ESX Server 可能不支持要还原的虚拟机的版本。请确认该
ESX Server 是否与该虚拟机兼容。

“选择文件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选择文件夹”对话框将显示在 DataCenter 字段所显示的数据中心中存放的 vCenter
文件夹。
从可用文件夹列表中选取一个文件夹。还原的虚拟机将放在此文件夹中。
如果在 vCenter Server 中存在两个同名的数据中心，将显示名称相同的数据中心的
所有文件夹。选择一个文件夹并单击“确定”后，验证“恢复选项”对话框上的文
件夹是否包含目标 ESX Server。如果所选文件夹在错误的数据中心上，则还原将失
败。

“选择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
置）
使用此屏幕为还原的虚拟机选择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您可以使用搜索字
段，或者手动向下钻取列表。
注意：仅显示对 ESX Server 可见的 DataStore 和群集。
指定 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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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名称并单击“搜索”。可用 DataStore 和 DataStore 群集的列表将会自动扩
展，并突出显示最匹配的项。

“虚拟机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前面的主题介绍了此对话框：
请参见第 144 页的““虚拟机选项”对话框”。

“存储目标”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选择要将 .vmdk 文件还原到的 DataStore。
■

源 VMDK 文件名
显示已备份的 .vmdk 文件的名称。

■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
显示要将 .vmdk 文件还原到的 VMware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 在此字
段中单击以选择其他 DataStore。
请参见第 151 页的““选择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
置）”。
如果 DataStore 在某个 DataStore 群集中，则 NetBackup 将显示该 DataStore
的名称（而不是群集的名称）。

■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状态
指示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包含选定的 .vmdk 文
件。
确定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包含选定的
.vmdk 文件。

空间不足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包含选定的
.vmdk 文件。

“网络连接”和“其他还原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对于还原到 vSphere，此对话框显示了还原的虚拟机能够连接到的所有网络。
对于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此对话框显示了在备份时虚拟机连接到的网络（如果
有）。
对于 vCloud Director，如果在备份期间虚拟机未连接到任何网络，或者，如果这些
网络当前都不可用，对话框将显示以下状态：“没有可用于选定虚拟机的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网络连接，请在还原完成之后进行创建。
■

保留原始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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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此选项将保留虚拟机的原始 MAC 地址和其他配置设置。请注意：如
果原始 MAC 地址存在，vCenter 将分配一个新 MAC 地址。此选项将使用其原
始网络标签配置虚拟机，即使这些网络在还原位置不可用也是如此。
选择此选项后，将忽略此对话框中显示的任何网络名称。
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将放弃虚拟机的原始网络设置。可在“网络名称”下选择
可用的网络。
■

网络名称
除显示物理网络之外，还显示可用的虚拟网络。
选择希望还原的虚拟机连接到的网络。此选项将为选定的网络创建新的网络适
配器。
注意：在已还原的虚拟机上，没有配置网络适配器。

注意：单击“网络名称”复选框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列表中的所有网络。
使用“上移”和“下移”重排网络的顺序。列表中的顺序决定了虚拟机的对应
虚拟网络适配器（NIC 卡）的顺序。
备份虚拟机时，该虚拟机的网络连接（物理或虚拟连接）记录在 NetBackup 目
录库中。
对于 vSphere，NetBackup 会确定还原位置当前存在哪些网络，然后按如下所
述列出网络名称：
■

如果该虚拟机的备份目录库中记录的网络仍然存在，则此屏幕会列出该网
络，并会自动选中该网络。

■

对于未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列出的某个可用网络，该屏幕会列出这一网
络，但不会选中它。

■

如果某个网络记录在备份目录库中，但当前不可用，则不会列出该网络。

执行恢复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

恢复设置
列出在恢复中所使用的设置。

■

运行恢复前检查
验证凭据以及相应的路径和连接，确定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是否有可
用空间，并查看其他要求。 必须将此检查至少运行一次。即使检查失败，也可
以继续进行还原。提供了有关“恢复前检查”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46 页的“执行恢复对话框”。

■

启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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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虚拟机恢复操作。

关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NetBackup 支持还原单个 VMware 虚拟机磁盘。NetBackup 创建新的虚拟机并将
指定磁盘还原到新的 VM。这个新的 VM 将作为还原磁盘的容器。它具有最低配置，
无足够的内存运行多数操作系统。完成还原后，应将还原的虚拟磁盘挂接到可支持
它们的 VM 上，然后删除还原 VM。
还原过程要求您在文本文件中为要进行还原的备份映像和虚拟机磁盘提供描述。之
后 NetBackup nbrestorevm 命令会读取该文件来完成还原过程。此文件使用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 (JSON) 格式描述还原参数。
请参见第 157 页的“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文件”。
nbrestorevm 命令包含一个选项，您可以使用它从备份映像创建所需文件。之后您

必须编辑该文件，使其包括用于还原过程的参数。
请参见第 154 页的“还原 VMware 虚拟机磁盘”。
为支持虚拟磁盘还原，需使用 NetBackup 7.7.3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和备份主机
来执行备份和还原。必须为还原过程准备足够的存储。
注意：NetBackup 不支持从 VMware 的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还原
虚拟机磁盘。

还原 VMware 虚拟机磁盘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Backup nbrestorevm 命令将一个或多个虚拟机磁盘还
原到新的 VMware 虚拟机。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还原过程介绍了两种方法来指定用于创建描述还原参数的文件的备份。使用任意一
种方法满足您的需求，如下所示：
■

指定备份 ID。
此方法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bpclimagelist 命令指定用于还原虚拟
机磁盘的备份映像 ID。

■

指定日期范围。
此方法使用日期范围来选择备份映像。NetBackup 将选择日期范围内的最新备
份。

您可以在以下目录中找到 nbrestorevm 和 bpclimagelist 命令：
对于 UNIX 和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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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openv/netbackup/bin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通常情况下，还原过程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开始。仅当指定主机与主服务器的对
等关系后，才可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还原虚拟机。对于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位于相同主机的介质服务器而言，此限制不适用。其他主题中介绍了对等
关系的建立过程。
请参见第 276 页的“允许其他服务器或客户端还原虚拟机”。
还原 VMware 虚拟机磁盘

1

要使用日期范围指定备份映像，请转至步骤 2；否则，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确
定备份 ID：
■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目录库”实用程序搜索用于还原的客户端
备份映像。“目录库”实用程序的“搜索结果”窗格将显示备份 ID：

■

使用 NetBackup bpclimagelist 命令显示客户端备份，如下所示：
bpclimagelist -client client_name -Likelydate -policy
policy_name

然后构造备份 ID，方法是结合使用客户端名称、下划线字符 (_) 以及备份
时间表示法（自 1970 年 1 月 1 日 以来的十进制秒数）。对于以下示例输
出，备份 ID 应为 vm1.example.com_1454006694：
bpclimagelist -client vm1.example.com -Likelydate -policy
backups
Client:
vm1.example.com
Policy:
backups
Keyword:
NONE
Backup Time:
Thu Jan 28 12:44:54 2016 (1454006694)
Schedule Type:
FULL

2

通过指定备份 ID 或日期范围，创建用于描述要还原的一个或多个虚拟机磁盘
的文件。以下提供了两种语法的示例：
nbrestorevm -vmw -C vm_client -S master_server -backupid value
-restorespecout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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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estorevm -vmw -C vm_client -S master_server -s
mm/dd/yyyyhh:mm:ss -e mm/dd/yyyyhh:mm:ss -restorespecout filename
■

-backupidvalue 选项和参数指定用于创建文件的备份映像。

■

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的 hh:mm:ss 为可选项。

■

-restorespecoutfilename 选项和参数指定文件的名称。

默认情况下，nbrestorevm 会在当前工作目录中创建文件。要在其他目录
中创建文件，请为 filename 指定路径名。

3

您可能需要编辑该文件，使其包含 NetBackup 进行还原所需的信息，如下所
示：
■

■

■

编辑文件的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部分，使其仅包含要还原的
一个或多个虚拟机磁盘。要确保数据完整性，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文件系统卷跨多个虚拟机磁盘，请为该卷还原所有虚拟磁盘。

■

如果卷管理器管理多个卷，请还原该卷组中的所有虚拟磁盘。

要在通过 vCenter 完成备份的情况下还原到独立 ESXi 虚拟机管理程序，请
编辑以下字段使其值为 None，如下所示：
■

"vCenterServer": "None"

■

"Folder": "None"

■

"Datacenter" : "None"

在 VMName 字段中编辑新 VM 的名称。
当 nbrestorevm-restorespecout 命令填充 filename 中的 VMName 字段
时，会将时间戳添加到原始 VM 客户端的名称中。时间戳是自 1970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十进制秒数。

■

编辑所有其他字段，使用于描述还原的值符合您的需求。

请参见第 157 页的“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文件”。

4

您可以选择根据备份映像验证文件，如下所示：
a.

调用以下 NetBackup 命令：
nbrestorevm –validate -restorespec filename

5

b.

检查命令输出。如果输出中发现问题，请编辑该文件以修复问题。

c.

重复步骤 a 和 b，直到文件有效为止。

如果文件有效，请通过调用以下 NetBackup 命令还原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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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estorevm -restorespec filename [-L progress_log] [-w
[hh:mm:ss]]
■

-restorespecfilename 选项指定包含还原参数的文件的名称。

■

-L progress_log 选项指定用于写入进度信息的现有文件的名称。此选项

仅允许使用默认路径；以下为默认路径：
UNIX 系统：/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proglog
Windows 系统：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proglog
■

设置 -w [hh:mm:ss] 选项后，NetBackup 会等待服务器发送完成状态，之
后你会接收到系统提示。
NetBackup 命令中所需的日期和时间值格式因区域设置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usr/openv/msg/.conf 文件 (UNIX) 和
install_path\VERITAS\msg\LC.CONF 文件 (Windows) 包含诸如每个所支
持的区域设置的日期时间格式等信息。这些文件包含有关如何添加或修改
所支持的区域设置和格式列表的具体说明。
可以选择用小时、分钟和秒的形式来指定等待时间。可以指定的最长等待
时间为 23:59:59。如果等待时间在还原操作完成之前到期，则该命令以超
时状态退出，但仍会在服务器上完成还原操作。
如果指定 0 或者未指定时间，则将无限期等待完成状态。

6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活动监视器中监视还原过程。

7

还原成功后，请将磁盘添加到支持它们的 VM 中并删除 NetBackup 为还原创建
的 VM。
NetBackup 文档中未介绍添加磁盘和删除虚拟机的方法。请参见您的 VMware
文档。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文件
本主题介绍了 NetBackup 用于还原一个或多个虚拟机磁盘的参数。NetBackup 要
求在使用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 (JSON) 格式的文本文件中描述这些参数。
NetBackup nbrestorevm 命令将读取该文件以获取有关虚拟机磁盘的必要信息。除
操作系统规定的文件名以外，NetBackup 对其他文件名没有任何要求。
您可以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从现有备份生成此文件。在介绍还原过程的主题中介
绍了生成此文件的命令。
请参见第 154 页的“还原 VMware 虚拟机磁盘”。
以下是该所需文件的模板示例：
{
"ClientType": "VMware",
"ClientName": "VM-clien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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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eType": "SelectiveDiskRestore",
"BackupImageSelection": {
"MasterServer": "Master-server-name",
"StartDate": "mm/dd/yy hh:mm:ss",
"EndDate": "mm/dd/yy hh:mm:ss",
"BackupId": "clientname_timestamp"
},
"VMwareRestoreParameters": {
"vCenterServer": "vCenter-name-for-restore",
"VMwareRecoveryHost": "Recovery-host-name",
"DefaultDiskProvisioning": "thin",
"TransportMode": "san:hotadd:nbd",
"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 {
"VMName": "Restore-vm-name",
"Datacenter": "Path-of-Datacenter-for-destination-vm",
"ESX": "Hostname-of-the-ESX-host",
"Folder": "Path-to-destination-VM-folder",
"ResourcePool/Vapp":
"Path-of-vApp-or-resource-pool-destination",
"VmxDatastore": ""
},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
{
"VirtualDisk" : "/DS1/BackedupVM/BackedupVM.vmdk",
"Datastore": "[Datastore-name]",
"Path": "”,
"Provisioning": "thin"
"Controller": "scsi0-0"
},
{
"VirtualDisk": "/DS2/BackedupVM/BackedupVM_1.vmdk",
"Datastore": "",
"Path": "[datastore_name] MyVm/MyVM_1.vmdk”,
"Provisioning": "eagerzeroed"
"Controller": "scsi0-1"
}
]
}
}

以下各小节介绍了此文件中的参数。此文件中必须省去不想使用的可选部分或可选
字段。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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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字段
此文件的第一部分指定有关包含要还原的磁盘的客户端的所需信息。下表介绍了第
一个全局部分中的字段：
表 10-2

全局字段（必填）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ClientType

备份策略中配置的客户端类型。对于 VMware 虚拟机磁 必需。
盘还原，请使用 VMware。

ClientName

备份策略中配置的客户端名称。

必需。

RestoreType

还原类型。对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请使用
SelectiveDiskRestore。

必需。

BackupImageSelection
此文件的 BackupImageSelection 部分指定 NetBackup 标识要还原的备份映像所
需的信息。如果未指定此部分，则 NetBackup 将还原最新备份。下表介绍了
BackupImageSelection 部分中的字段：
表 10-3
字段名称

BackupImageSelection 部分（可选）

描述

MasterServer 用于查询 VM 详细信息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
域名。

是否必需
可选。

如果未指定此字段，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 VM 的主服
务器。
StartDate

查找备份映像的开始日期，使用 mm/dd/yyhh:mm:ss 格式。 可选。
如果日期范围内存在多个备份映像，NetBackup 将选择最新
备份。
如果未指定，则开始日期为当前日期前的 6 个月。

EndDate

查找备份映像的结束日期，使用 mm/dd/yyhh:mm:ss 格式。 可选。
如果日期范围内存在多个备份映像，NetBackup 将选择最新
备份。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使用当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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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BackupId

用于还原的备份映像的 ID，使用
可选。
clientname_backuptime 格式。backuptime 是自 1970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十进制秒数。
如果未指定，NetBackup 将使用最新备份映像。如果指定
StartDate、EndDate 和有效 BackupId，NetBackup 将
从 BackupId 映像执行还原。

VMwareRestoreParameters
此文件的 VMwareRestoreParameters 部分包含以下内容：
■

VM 的还原参数。这部分的所有字段均为可选字段；但是，由于该部分还包含两
个必填的子部分，所以为必填部分。请参见表 10-4。

■

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 子部分，用于指定还原的目标参数。

请参见第 161 页的“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一节。
■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子部分，用于指定要还原的磁盘以及用于这

些磁盘的还原参数。
请参见第 162 页的“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一节。
表 10-4

VMwareRestoreParameters 部分（必填）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vCenterServer

还原目标 vCenter 的主机名，所用的格式 可选。
与 NetBackup Virtual Server 凭据中指定
的格式相同。
要在通过 vCenter 备份时还原独立 ESXi
虚拟机管理程序，则此字段的值必须为
None。

VMwareRecoveryHost

执行还原的主机。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映
像中的备份主机值。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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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DefaultDiskProvisioning

要还原的所有磁盘的默认磁盘置备：
thin、thick、eagerzeroed 或
unknown。

可选。

您可以通过在此文件的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部
分指定不同的 Provisioning 值来覆盖
每个磁盘上的默认值。
如果既未指定
DefaultDiskProvisioning，也未指
定 Provisioning，则 NetBackup 将使
用备份中指定的置备。
用于还原的传输模式组合指定为小写冒号 可选。
分隔值：hotadd:nbd:nbdssl:san。指
定顺序很重要；NetBackup 会依次尝试每
种方法，直至还原成功。如果所有方法均
失败，则还原失败。

TransportMode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使
用的传输模式组合。

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
此文件的 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 部分用于指定还原的目标参数。下
表介绍了 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 部分中的字段。此部分从属于
VMwareRestoreParameters 部分。
表 10-5

VMwareVirtualMachineDestination 部分（必填）

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VMName

一个或多个还原磁盘的唯一新虚拟机显示名称。
必需。
nbrestorevm 命令可在填充此字段时为原始 VM 客
户端名称添加时间戳。时间戳是自 1970 年 1 月 1 日
以来的十进制秒数。
NetBackup 将虚拟机磁盘还原到新 VM。因此，如果
此名称与现有显示名称冲突，则还原失败。

Datacenter

VMware“数据中心”虚拟磁盘的名称，使用路径名
格式。
要在通过 vCenter 备份时还原独立 ESXi 虚拟机管理
程序，则此字段的值必须为 None。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的相应值。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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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ESX

NetBackup 应将虚拟机磁盘还原到的 ESX 主机的名
称。

可选。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的相应值。
Folder

NetBackup 应将虚拟机磁盘还原到的 VM 文件夹的路 可选。
径名。
要在通过 vCenter 备份时还原独立 ESXi 虚拟机管理
程序，则此字段的值必须为 None。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的相应值。

ResourcePool/Vapp NetBackup 应将虚拟机磁盘还原到的资源池的路径
名。如果还原到 vApp，请指定 vApp 的路径。

可选。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的相应值。
VmxDatastore

NetBackup 应将 .vmx 配置文件及其他 VM 配置文件 可选。
还原到的 Datastore 的名称。您可以用方括号将名
称括起来，但并非必须这样做。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将使用备份的相应值。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此文件的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部分是用于指定还原磁盘以及这些磁盘
的还原参数的 JSON 阵列。它可以包含下表中描述的一个或多个字段组，每个字段
组对应一个虚拟机磁盘。必须用逗号分隔组内的字段，必须用逗号分隔不同的组。
此部分从属于 VMwareRestoreParameters 部分。
表 10-6

VMwareVirtualDiskDestination 部分（必填）

字段名称

描述

VirtualDisk

要还原的虚拟磁盘的完整路径名。此路径必须与 .vmdk 必需。
文件备份时的路径完全匹配。

Datastore

作为还原目标的 Datastore 的名称。您可以用方括号 可选。
将名称括起来，但并非必须这样做。（VMware 使用 VM
命名约定生成 Datastore 路径名。）
如果未指定，NetBackup 将使用 Path 字段中指定的
值。如果既未指定 Datastore，也未指定 Path，则
NetBackup 使用备份映像的 Datastore。

是否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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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是否必需

Path

虚拟磁盘还原目标的完整路径名，使用以下格式：

可选。

[datastore_name] MyVM/MyVM.vmdk
nbrestorevm-restorespecout 选项不会填充 Path
字段。
如果指定 Path 但不可用，或者该路径已存在磁盘，则
还原失败。如果既未指定 Datastore，也未指定
Path，则 NetBackup 使用备份映像的 Datastore。
Provisioning

特定磁盘的磁盘置备：thin、thick、eagerzeroed 可选。
或 unknown。
如果未指定，则 NetBackup 使用
DefaultDiskProvisioning 值。

Controller

原始 VM 中磁盘挂接的虚拟磁盘控制器。

可选

此字段仅供参考，帮助您确定要还原的一个或多个虚拟
磁盘。还原期间不会用到这个值。

关于还原单个文件
可以使用以下过程之一单独还原文件。
单阶段过程

采用以下方式之一将单个文件直接还原到虚拟机：
■

将文件还原到已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虚拟机。

■

仅限 Windows：将文件还原到虚拟机驱动器，这些驱动器已映射
到装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主机。

请参见第 165 页的“设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还原到 Windows
共享虚拟机驱动器”。
两阶段过程

将单个文件还原到装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主机（而非虚拟
机）。有关如何还原到其他位置的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
存档和还原入门指南》。然后手动将还原的文件复制到虚拟机。
（NetBackup 不会执行此步骤。）

注意：只要启用了“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策略选项，就支持从完全备份和增
量式备份进行单个文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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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单个文件
如果 VMware 备份是使用“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创建的，则可还原单个
文件。
请参见第 55 页的““优化”选项 (VMware)”。
还原单个文件

1

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BAR)。

2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3

输入以下命令：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 控制备份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务器
用于还原的源客户端 已备份的 VMware 虚拟机。
单击“搜索 VM 客户端”搜索或浏览虚拟机。此选项有助于在大
型多层虚拟环境中定位虚拟机。
请参见第 171 页的“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
或输入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上为“主 VM 标识符”选项选
择的名称的类型。例如，如果“主 VM 标识符”选项设置为 VM
主机名，请输入虚拟机的主机名。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 输入下面的内容之一：
端
■ 备份的 VMware 虚拟机的主机名（如果虚拟机上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输入主机名，即使策略是通过虚拟机的 VM 显示名称、UUID
或 DNS 名称来识别虚拟机的，也是如此。 不要输入 VM 显
示名称、UUID 或 DNS 名称。
■ 包含 NetBackup 客户端的任何主机，例如介质服务器。

注意：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请参见第 165 页的“设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还原到 Windows
共享虚拟机驱动器”。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型 创建备份的策略的类型 (VMware)。
日期/时间范围

搜索备份的时间段。

4

单击“确定”。

5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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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入了解文件夹结构，并单击要还原的文件夹和文件。

7

单击“开始还原标记的文件”图标。

8

在“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上：对于 Windows 系统，如果目标虚拟机上未
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请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

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保持现有结构)

■

将个别目录和文件还原到不同位置
输入的目标必须是指向虚拟机上的共享驱动器的 UNC 路径名。例如，要还
原虚拟机 vm1 上的文件 E:\folder1\file1，请输入以下目标：
\\vm1\e$\folder1\file1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必须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登录。
请参见第 165 页的“设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还原到 Windows 共享虚拟机
驱动器”。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关于还原单个文件”。

设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还原到 Windows 共享虚拟机驱动器
要将单个文件还原到具有共享驱动器的 Windows 虚拟机，请注意：NetBackup 客
户端服务必须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而不是本地系统帐户）登录。有了具有管
理员权限的帐户，NetBackup 就可以在数据还原到的虚拟机的目录中进行写入。
如果尝试在以本地系统帐户登录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情况下还原文件，还原将
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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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1

在 VMware 恢复主机上的 Windows“服务”中，双击“NetBackup 客户端服
务”。

2

查看“登录”选项卡：如果不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登录服务，则请停止服
务。

3

将登录身份改为管理员帐户或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
帐户必须在虚拟机和 VMware 备份主机所驻留的域中均具有管理员权限。

4

重新启动服务。

5

重试还原。

用于还原 VMware 文件的“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
本主题介绍了适用于从 VMware 虚拟机备份还原单个文件夹和文件的“还原标记的
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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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7

“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中用于还原单个文件的选项

选项

描述

还原目标选项

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原始 将文件夹和文件还原到执行备份时所处的位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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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 以原始层次结构还原文件夹和文件，但还原到其他位置。
位置 (保持现有结构)
使用“目标”字段进入还原位置。
单击“浏览”以浏览到还原位置。
将单个文件夹和文件还 将文件夹和文件还原到单个指定的位置。要为每个源文件夹指定还
原到其他位置（双击以 原目标，请双击其所在的行。使用下列对话框输入或浏览目标：
进行修改）

要还原为 Windows 已装入卷：输入的目标必须是指向虚拟机上的
共享驱动器的 UNC 路径名。 例如，要还原虚拟机 vm1 上的文件
E:\folder1\file1，请输入以下目标：
\\vm1\e$\folder1\file1
请参见第 165 页的“设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还原到 Windows
共享虚拟机驱动器”。
创建新虚拟硬盘文件并 未实施此选项。
还原到该文件
还原选项

有关还原选项的描述，请参见“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
NetBackup 帮助。

覆盖默认作业优先级

确定还原资源的还原作业优先级。较高的优先级意味着 NetBackup
将向优先级最高的第一个还原作业分配第一个可用的驱动器。 输入
一个值（最大 99999）。所有还原作业的默认优先级为 0（可能的
最低优先级）。优先级大于零的任何还原作业的优先级高于默认设
置。

介质服务器

可使用此选项选择介质服务器，该介质服务器则有权访问包含备份
映像的存储单元。例如，包含多个介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
据删除池 (MSDP) 环境。

注意：如果包含备份映像的存储单元未与多个介质服务器共享，此
选项将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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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如何在还原时处理 VMware 标记关联
要更好地理解 NetBackup 还原行为，务必对 VMware 如何处理标记关联的一些内
部过程进行了解。 对于在 VMware 中创建的每个标记，存在无法看到或编辑的相应
内部标识符。 VMware 可以利用此功能正确运行，而无需考虑命名约定中的差异。
标记通过平台服务控制器 (PSC) 在环境中复制。
当 VIP 查询包含标记名称时，NetBackup 可以识别并使用这些名称。虚拟机的备份
将存储与该虚拟机关联的所有标记的标记名称和 VMware 内部标识符。 但是，还原
期间，NetBackup 仅基于目标 vCenter Server 中定义的 VMware 内部标识符创建
标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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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环境示例

图 10-1

Tag A (B)
Identifier: 135

Tag A (B)
Identifier: 135

vCenter1

vCenter2
Platform Services
Controller

VM1
Tag A (B)
Identifier: 135

Tag A
Identifier: 246

vCenter3

VM2
Tag A
Identifier: 246

图 10-1 显示包含多个 vCenter Server、虚拟机和标记的 VMware 环境示例。假定
所有虚拟机的备份成功完成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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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 VM1 还原到 vCenter1 或 vCenter2，则它将使用标记 A 进行还原，并在
还原退出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0。对于到相同名称的还原以及备用客户端
还原，此行为也是一样。 此行为是 VMware 在连接到一个 PSC 的所有 vCenter
Server 中复制标记的结果。

■

如果将 VM1 还原到 vCenter3，则还原时不使用任何标记。 还原将退出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1。此行为是因为 VMware 使用内部标识符。 虽然 vCenter3
中存在标记名称 A，但是标记 A 的内部标识符与还原的内部标识符不匹配。 对
于到相同名称的还原以及备用客户端还原，此行为也是一样。

■

NetBackup 执行备份后，如果标记 A 重命名为 B，则将 VM1 还原到 vCenter1
或 vCenter2 时，将使用标记 B 进行还原。还原将退出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
码 0。此行为是因为 VMware 使用内部标识符，而此时将该标识符与标记名称
B 关联。

■

NetBackup 执行备份后，如果删除了标记 A，则将 VM1 还原到 vCenter1 或
vCenter2 时，不会使用任何标记关联进行还原。还原将退出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1。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图 10-1 中虚拟机的备份未成功捕获标记关联，则备份将退出
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0。活动监视器中将显示标记关联捕捉失败的原因。基于
此备份的所有还原将退出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码 0，但不还原任何标记信息。根
据不同的备份错误，活动监视器中可能会显示有关标记关联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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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
策略类型...”

2

在“用于还原的策略类型”下，选择 VMware。

3

单击“搜索 VM 客户端”。
将显示“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对话框。使用此对话框可查找虚拟机。

注意：此对话框将查找通过 VMware 策略类型备份的虚拟机。不会搜索其他类型的
备份。

注意：如果是使用 NetBackup 7.6 之前版本备份，则在浏览或搜索备份映像之前，
必须将其先行导入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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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对话框

对话框中的项

描述

搜索虚拟机

通过名称、IP 地址、UUID 或其他条件搜索虚拟机。
请参见第 172 页的““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对话框”。

浏览虚拟机

通过向下钻取虚拟对象浏览虚拟机。
选择要进行浏览的视图类型：
■

■

vCloud 视图
当虚拟对象出现在 vCloud Director 中时显示虚拟对象。
vSphere 视图
当虚拟对象出现在 vSphere Client 中时显示虚拟对象。

请参见第 174 页的“浏览虚拟机客户端的 vCloud 或 vSphere 视图”。

注意：虽然 VMware 允许对象名称最多可以包含 128 个字符，但是 NetBackup 数
据库将搜索限制为仅前 126 个字符。

“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对话框
使用此屏幕可通过名称或其他标识符搜索虚拟机，或使用其他过滤条件。
输入要搜索的显示名称、主机名、IP 地址、UUID、DNS 名称或 vApp：
输入要搜索的虚拟机的名称或编号并单击“下一步”。所有匹配的虚拟机都将显示
在“搜索结果”对话框中。
请参见第 175 页的““搜索结果”对话框”。
高级搜索：
单击可创建基于规则的搜索查询。请参见表 10-9。
表 10-9
搜索项目

高级搜索：过滤器参数
描述
当单击加号将规则添加到搜索时才可用。
AND：限制或约束搜索范围。
OR：使查询面对更多的可能性，它扩展了搜索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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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项目

描述
选择要基于其进行搜索的参数。
可键入该参数的第一个字符进行选择。

选择运算符。
可键入该运算符的第一个字符进行选择。
可用的运算符取决于所选的参数。

输入参数的值。搜索将查找与值匹配的虚拟机。

选择日期和时间。

优化或扩大搜索（添加其他规则）。

从搜索中删除规则。

基本搜索

按照显示名称、主机名、IP 地址、UUID、DNS 名称或
vApp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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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项目

描述

搜索

运行搜索。匹配的虚拟机都将显示在“搜索结果”对话框
中。
请参见第 175 页的““搜索结果”对话框”。

有关搜索行为，请注意以下事项：
■

虽然 VMware 允许对象名称最多可以包含 128 个字符，但是 NetBackup 数据库
将搜索限制为仅前 126 个字符。

■

通过名称搜索 vSphere vApp，且不指定其路径：使用搜索运算符 Contains 或
EndsWith（不要使用 Equal）。要使用 Equal，必须指定 vApp 的整个路径。

■

通过 IP 地址搜索：如果虚拟机有两个或多个 IP 地址（例如虚拟地址），请使用
Contains 作为搜索运算符而不是 Equal。

■

搜索 DataCenter、VM 文件夹或资源池时，必须包括正斜杠 (/)。如果使用
Contains 运算符，则不需要正斜杠。

■

关于通配符：* 和 ? 不支持 Greater、GreaterEqual、Less 和 LessEqual 运
算符。将 * 和 ? 字符用作原义字符而不是通配符。
对于其他运算符，* 匹配所有字符，? 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注意：SQL 限制通配符 * 和 ?（SQL 等效字符为 % 和 _）不匹配空值。如果虚
拟机没有 IP 地址，则查询“IPAddress Equal *”找不到虚拟机。

浏览虚拟机客户端的 vCloud 或 vSphere 视图
“使用 vCloud (或 vSphere) 视图浏览虚拟机”对话框显示了启动 vCenter Server
的虚拟环境。根据您所选择的视图（vCloud 或 vSphere），将分别显示不同的对
象。
要选择虚拟机，请单击 ESX Server 或 vApp。突出显示想要的虚拟机，然后单击
“选择”。
要将视图切换为 vCloud 或 vSphere，请单击右上方的链接。
注意：虽然 VMware 允许对象名称最多可以包含 128 个字符，但是 NetBackup 数
据库将搜索限制为仅前 126 个字符。
请参见第 171 页的“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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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对话框
与高级搜索（从“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对话框）匹配的虚拟机将列在“搜索结
果”对话框中。搜索条件会列在顶部。
单击要还原的虚拟机，然后单击“选择”。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
型”屏幕中单击“刷新”。
如果未出现虚拟机，则单击“上一步”修改搜索条件。
请参见第 171 页的“浏览并搜索虚拟机进行还原”。

关于 Linux 上的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
注意：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忽略此节：在虚拟机上安装了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并且虚拟机符合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要求。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310 页的“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如果没有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Linux 虚拟机的快照可能处于不一致状态（有
时称为崩溃一致）。换言之，快照数据等效于文件系统在虚拟机突然、不受控制地
关闭后的状态。重新启动虚拟机后，文件系统一致性检查 (fsck) 将报告需要修复的
不一致问题。
为处理崩溃一致的 Linux 虚拟机快照备份中的不一致数据，NetBackup 将为每个
Linux 卷创建一个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此目录不是卷上的物理目录，而
是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虚拟目录。所有不一致的目录或文件都链接到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由于无法确定不一致的目录和文件的名称，因此，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中的项目是分配的名称，代表原始目录或文件的索引节
点号。
如果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已存在于虚拟机上，则 NetBackup 将在新的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名称后追加数字，以确保目录名的唯一性。目录命名为
NetBackup.lost+found.1、NetBackup.lost+found.2 等等。
注意：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不同于 Linux 在系统异常关闭的情况下维护的标
准 Linux lost+found 目录。
以下“备份、存档和还原”屏幕显示了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中不一致的文件
示例。 此示例也显示了标准 Linux lost+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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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可通过搜索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找到任何不一致的项目，然后还原这些项目。Veritas 建议将其还原到备用位置
（而不是还原到原始虚拟机）。 然后，可检查项目内容以确定其原始名称。备份时
捕获的任何元数据都可能有助于识别不一致的文件或目录。此类元数据包括文件大
小、文件所有者以及文件创建和修改日期。

如果恢复主机与备份主机不处于同一 NetBackup 版本
级别
请注意以下有关混合级别备份和还原的事项：
■

从 NetBackup 7.x 备份中进行还原
要从 NetBackup 7.x 备份主机执行的备份中还原虚拟机，必须有 NetBackup 7.x
恢复主机。不能使用 NetBackup 6.5.x 恢复主机还原由 NetBackup 7.x 备份主机
备份的虚拟机。

■

从 NetBackup 6.5.x 备份中进行还原
要从 NetBackup 6.5.x 备份中还原虚拟机（或所选文件），必须在 NetBackup
恢复主机上安装 VMware Converter。恢复主机可以运行 NetBackup 6.5.x 或
7.x。需要有暂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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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Mware 的即时恢复

■

VMware 即时恢复任务概述

■

VMware 即时恢复的性能建议

■

VMware 即时恢复的要求

■

VMware 即时恢复的注意事项

■

在 Windows 还原主机上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

■

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

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

通过 VMware 即时恢复将虚拟机还原到不同位置

■

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单个文件

■

VMware 即时恢复的作业类型

■

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重新激活还原的虚拟机

关于 VMware 的即时恢复
NetBackup 几乎可以即时恢复虚拟机，无需等待从备份中传输该虚拟机的数据。
NetBackup 可直接从备份映像中启动虚拟机，并且目标 ESX 主机上的用户可立即
访问该虚拟机。无需恢复整个虚拟机也可复制文件（包括 vmdk 文件）。要恢复虚
拟机，请使用 VMware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数据文件从备份映像迁移到 ESX
主机。
即时恢复的一些示例用法：

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关于 VMware 的即时恢复

■

访问并还原任何类型的操作系统中的单个文件和文件夹，然后删除虚拟机。（针
对 Windows 或 Linux 的说明：您可以不使用即时恢复，而使用策略的“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然后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单个文件。）

■

先在还原的虚拟机上测试修补程序，然后将该修补程序应用于生产系统。

■

排除虚拟机或主机的故障，例如当生产 ESX 主机关闭时。可以从虚拟机备份中
启动该虚拟机，并且使用该虚拟机直到生产系统重新联机。

■

通过 Storage vMotion 永久还原虚拟机。

■

验证备份映像。

■

复制一个 vmdk 文件，然后删除虚拟机。

■

验证应用程序。

无论如何，该虚拟机都可直接从备份映像中启动，且在数秒或数分钟内可用。启动
时间取决于网络速度和存储速度，而不是虚拟机的大小。
表 11-1 介绍了虚拟机即时恢复的步骤。
VMware 即时恢复的运作方式

表 11-1
阶段

操作

步骤 1

运行 nbrestorevm 命令以从虚拟机的备份映像中访问虚拟机。介质服务器上
的 NetBackup 文件系统服务 (NBFSD) 可作为 NFS Datastore 访问备份映像
文件系统并装入该映像。该 Datastore 可供要还原的虚拟机所在的 ESX 主机
访问。
在同一个命令中，选择可供 ESX 主机访问的临时 Datastore。

步骤 2

NetBackup 会在 ESX 主机上创建虚拟机，并配置对临时（本地）Datastore
拥有写访问权限的虚拟机。

步骤 3

NetBackup 会创建虚拟机的快照。该虚拟机中的所有新写入请求都使用临时
Datastore。该虚拟机以只读方式使用 NFS Datastore。

步骤 4

NetBackup 将启动 ESX 主机上的虚拟机。

步骤 5

保留还原的 VM：使用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数据从 NFS Datastore 复制
到临时 Datastore。

步骤 6

vMotion 完成操作后，请使用 nbrestorevm 卸载 NFS Datastore。

*NetBackup 为虚拟机的即时恢复提供了命令行界面 (nbrestorevm)。在以后的版本
中将提供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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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即时恢复任务概述
表 11-2 介绍了 VMware 即时恢复任务。
即时恢复任务

表 11-2
步骤

描述

参考主题

步骤 1

查看性能建议

请参见第 179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
的性能建议”。

步骤 2

查看注意事项和要求

请参见第 180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
的要求”。
请参见第 181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
的注意事项”。

步骤 3

在还原主机上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在 Windows 还原主
务
机上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

步骤 4

查看 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 请参见第 182 页的“nbrestorevm 命令
选项
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步骤 5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执行即时恢复 请参见第 186 页的“使用 VMware 即时
恢复还原虚拟机”。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在当前虚拟机运行
时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单个文
件”。

VMware 即时恢复的性能建议
虚拟机即时恢复的高性能取决于物理存储和网络基础架构。介质服务器与 VMware
ESX 主机间的网络速度必须足够快。要获得良好的 Storage vMotion 性能并在生产
环境中对已还原的虚拟机的影响最小，建议使用 SAN 存储。
Veritas 建议以下配置：
■

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到其磁盘存储单元的 SAN 连接。

■

对于光纤通道 SAN，最低速度为 4 Gb/秒。

■

对于 iSCSI SAN，最低速度为 1 Gb/秒。

■

当使用 Storage vMotion 迁移还原的虚拟机时，每台介质服务器一次迁移一台虚
拟机。如果每台介质服务器同时迁移多台虚拟机，迁移可能会很慢。

■

对于灾难恢复测试，Veritas 建议每台介质服务器最多还原三台或四台虚拟机。
还原的数量取决于介质服务器上的 I/O 负载。Veritas 建议依次还原每个 VM，
而不是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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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多台虚拟机的大规模恢复，请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的虚拟
机还原功能。请不要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

VMware 即时恢复的要求
对于虚拟机即时恢复，您的环境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要还原的虚拟机必须已从 VMware 策略中备份。

■

用于还原的目标 ESX Server 必须是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

■

还原主机可以位于 Windows 或 Linux 上。

■

对于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分开的还原主机：您必须将还原主机
添加到可访问主服务器的服务器列表中。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双击 NetBackup
主服务器，然后单击“服务器”。在“附加服务器”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以添加还原主机。
请参见第 276 页的“允许其他服务器或客户端还原虚拟机”。

■

必须在 ESXi 主机上启用 NFS 客户端服务。

■

必须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上安装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2008 R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请参见第 293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03 R2 SP2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平台必须支持粒度恢复技术。请参见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and Server OS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7.x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列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

可能必须在 NetBackup Windows 还原主机上重新启动 NFS 服务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在 Windows 还原主机上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

■

介质服务器必须使用 IPv4（不支持 IPv6）。
注意： 如果介质服务器已向 IPv6 注册但配置用于 IPv4 和 IPv6，请使用以下解
决方法：
在 ESX Server 上，向 /etc/hosts 文件添加条目，从而将介质服务器主机名重
新映射到其 IPv4 地址。 例如：
10.84.65.60 mserver7.acme.com

其中 10.84.65.60 是介质服务器 mserver7 的 IPv4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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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需要 vCenter Server 和还原主机的登录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VMware 即时恢复的注意事项
请注意有关 VMware 虚拟机即时恢复的以下事项：
■

支持以下存储单元类型（仅磁盘）：BasicDisk、AdvancedDisk、介质服务器重
复数据删除池 (MSDP)、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PDDO) 以及合格的第三方
OpenStorage 设备。
注意： 不支持仅限快照备份。

■

不支持具有从备份中排除的磁盘的虚拟机。 策略“虚拟磁盘选择”选项必须已
设置为包括所有磁盘。

■

不支持具有处于原始设备映射模式 (RDM) 或持久模式的磁盘的虚拟机。

■

支持以下策略日程表类型：完全备份，以及包含“使用加速器”选项的具有基
于磁盘的存储单元的增量式备份。 不支持没有“使用加速器”策略选项的增量
式备份。

■

不支持虚拟机模板。

■

如果虚拟机包含一个 IDE 驱动器，则还原的虚拟机可能无法启动。此问题不是
即时恢复的独有问题。
请参见第 245 页的“VMware 虚拟机在还原后不会重新启动”。

■

避免当前虚拟机和要还原的虚拟机版本之间主机名或 IP 地址发生冲突：先关闭
生产环境中的虚拟机，再启动恢复。然后更改当前虚拟机的显示名称，或使用
nbrestorevm 上的 -R 选项对还原的虚拟机进行重新命名。

■

对于正在高负载下运行的虚拟机，虚拟机的迁移时间可能要比预期的时间长得
多。 因此，NetBackup 会将该虚拟机的 fsr.maxSwitchoverSeconds 属性更改
为 900。
例如，从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中还原虚拟机时，可能需要增加该值。
以下 VMware 知识库文章包含有关 fsr.maxSwitchoverSeconds 属性的详细信
息：
使用 Storage vMotion 迁移多个磁盘超时的虚拟机

■

请注意有关虚拟机 DataStore 名称的以下事项：
■

如果 DataStore 名称包含空格，则应该用双引号 ("") 将名称括起来。

■

如果 Datastore（指在备份时使用的 Datastore）的名称以句号结尾，则虚拟
机还原可能会失败。
以下技术说明包含了更多信息。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9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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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恢复无法将 vCloud 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中。虚拟机已还原到 vSphere
中。可以通过 vCloud 中的“复制”选项来将该还原的虚拟机复制或导入到 vCloud
中。
请注意，vCloud“移动”选项对从 NetBackup Datastore 中运行的虚拟机无效。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可以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将一个虚拟机备份映像复制到
另一个 NetBackup 域。要从复制的映像还原虚拟机，必须在 nbrestorevm 命令
中包括 -vmproxy 选项。 使用 -vmproxy 选项指定位于虚拟机复制到的域中的备
份主机（访问主机）。
如果没有 -vmproxy 选项，nbrestorevm 会默认为原始域中的备份主机，且还原
会失败。

在 Windows 还原主机上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
可能需要停止并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服务管理单元
(Services.msc) 重新启动该服务，则在您重新启动服务器之前，该服务将不会启
动。
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而不重新启动服务器
◆

通过 Windows 命令提示符，运行以下命令：
net
net
net
net

stop nfsclnt
stop nfsrdr
start nfsrdr
start nfsclnt

应该重新启动 NFS 客户端服务，而不重新启动服务器。

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NetBackup 为虚拟机的即时恢复提供了命令行界面：nbrestorevm 命令。
以下是可用于执行 VMware 虚拟机即时恢复的 nbrestorevm 选项的列表。这些选项
以手册页格式列出。
注意：虽然 nbrestorevm 命令还具有其他选项，但是只有本主题中介绍的选项才适
用于即时恢复。

启动即时恢复（激活虚拟机）
需要没有方括号的选项。
nbrestorevm -vmw -ir_activate -C vm_client
-temp_location temp_location_for_w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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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aster_server] [-vmpo] [-vmInstanceId] [-vmsn]
[-vmkeephv] [-vmserver vm_server] [-vmproxy vm_proxy]
[-s mm/dd/yyyy [HH:MM:SS]] [-e mm/dd/yyyy [HH:MM:SS]]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disk_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注意：仅需要 -vmw、-ir_activate、-C 和 -temp_location。如果未指定其他选项，
NetBackup 将自动通过备份提供这些选项的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未将虚拟机
还原到其他位置，则可以忽略带方括号的选项。

列出有关已激活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nbrestorevm -ir_listvm

停用或删除虚拟机
nbrestorevm -ir_deactivate instant_recovery_identifier [-force]

迁移数据后，完成 VM 即时恢复作业
nbrestorevm -ir_done instant_recovery_identifier

重新激活在恢复期间中断的虚拟机
nbrestorevm -ir_reactivate instant_recovery_identifier [-force]
nbrestorevm -ir_reactivate_all -vmhost vm_host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_activate_vm [-force]

表 11-3 介绍了虚拟机即时恢复的 nbrestorevm 选项。这些选项在《NetBackup 命
令参考指南》以及 nbrestorevm 的手册页中也进行了介绍。
表 11-3

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选项

描述

-vmw

表示要还原的虚拟机类型 (VMware)。

-C virtual_machine

虚拟机的名称，如备份中所标明。例如，如果策略按主机名备份了虚拟机，则指定该主机
名。

注意：如果目标 ESX 主机上已存在同名虚拟机，该命令将失败。可以在 vCenter 中更改
虚拟机的显示名称。此外，也可以使用 nbrestorevm 上的 -R 选项来更改已还原虚拟机的
显示名称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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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ir_activate

通过将虚拟机的备份映像作为 NFS Datastore 装入来启动还原。该 Datastore 可供要还原
的虚拟机所在的 ESX 主机访问。
以下过程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87 页的“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temp_location
temporary_datastore

ESX Server 上的临时 Datastore，在还原虚拟机之前，所有写入操作都在此 Datastore 中
进行。所有写入操作都在此 Datastore 中进行，直到 Storage vMotion 完成操作，或直到您
完成虚拟机操作（例如，进行故障排除）。

注意：在运行 nbrestorevm 之前，此 Datastore 必须存在。
-S master_server

指定其他主服务器以从该主服务器进行的备份中还原虚拟机。

-R rename_file_path

文件的绝对路径，包含要还原到其他位置的指令。
以下是可在文件中使用的条目（每个条目以 change 开头）：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_host
resourcepool to new_resource_pool
vmname to new_virtual_machine_name
network to new_network

注意：change 行应按此列表中所示进行输入，结尾的变量（如
new_virtual_machine_name）除外。将该变量替换为新名称。
例如：
change esxhost to esx01.prod4.com
change resourcepool to /Tech1/esx01.prod4.com/Res
change vmname to T1vm5
每个 change 行都必须以回车符结尾。

注意：如果文件仅包含一个 change 行（如 change vmname to T1vm5），则该行必
须以回车符结尾。
如果还原到其他 ESX Server，则必须指定其他资源池。（原始资源池不能用于在其他 ESX
Server 上创建 VM。）必须通过在重命名文件中包括以下行来指定资源池：
change resourcepool to path_to_new_resource_pool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管理用于还原的目标 ESX 主机的 vCenter Server 名称。要还原到虚拟机最初所在的同一
vCenter，请省略此选项。

-vmproxy restore_host

用于执行还原的主机（NetBackup 客户端）。默认为执行备份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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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disk_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指定执行即时恢复的介质服务器。
如果 NetBackup 存储是通过几台介质服务器进行配置的，则此选项非常有用，例如用于负
载平衡。如果没有 -disk_media_server 选项，即时恢复作业可能会选择任何可用的介质服
务器来执行还原操作。如果只有一台介质服务器被配置为执行即时恢复，请指定具有
-disk_media_server 选项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181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的注意事项”。

-vmpo

还原虚拟机之后，打开该虚拟机。

-vmInstanceId

保留原始虚拟机的实例 UUID（注意，实例 UUID 是虚拟机的 vCenter 特定唯一标识符）。
虚拟机使用备份时采用的相同实例 UUID 进行还原。
如果虚拟机还原到独立 ESXi 主机，则此选项将会禁用。
如果目标还原位置存在具有相同实例 UUID 的虚拟机，则会显示一条消息，指明该 UUID
已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将不还原原始实例 UUID，但会为虚拟机分配一个新的 UUID。

-vmsn

删除虚拟机的网络接口。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单个文件”。

-vmkeephv

保留虚拟机的硬件版本：虚拟机使用备份时具有的相同硬件版本进行还原。
如果没有此选项，虚拟机使用目标 ESX Server 或 vCenter 的默认硬件版本来还原。默认
值通常为受支持的最新硬件版本。

-ir_deactivate instant
recovery ID

从 ESX 主机删除虚拟机。如果没有其他虚拟机使用 NetBackup NFS Datastore，则此选项
会删除该 Datastore，并释放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资源。
此选项用于在复制完虚拟机的文件，并且不打算保留该虚拟机时将其删除。

注意：如果虚拟机已通过 vMotion 迁移到生产 Datastore，则 -ir_deactivate 与 ir_done 相
同。

注意：如果此虚拟机的 vMotion 仍在进行中，则应在使用 -ir_deactivate 之前取消
vMotion 作业。
请参见第 187 页的“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ir_done instant recovery 完成虚拟机的 vMotion 迁移后，此选项可完成虚拟机即时恢复作业。如果没有其他虚拟机
使用 NetBackup NFS Datastore，则此选项还会将其删除。删除 Datastore 后，将在介质
ID
服务器上释放其资源。
请参见第 187 页的“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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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ir_reactivate
重新激活还原的虚拟机：重新装入 NetBackup NFS Datastore，从 ESX 主机上的临时
instant_recovery_identifier Datastore 中，可以注册 ESX 主机上的已还原虚拟机。
instant recovery ID 是虚拟机在 -ir_listvm 输出中的数字标识符。

-ir_reactivate_all

如果需要重新激活多台虚拟机：-ir_reactivate_all 将在介质服务器上重新装入 NetBackup
NFS Datastore，并重新激活虚拟机。例如：如果在指定的 ESX Server (-vmhost) 上装入
了 VM1、VM5 和 VM6，且在指定的介质服务器 (-media_server) 上已装入了其 Datastore，
则会重新激活这三个 VM。
重新激活虚拟机时，此选项会指定在其上装入虚拟机的 ESX 主机。

-vmhost vm_host

-media_server
重新激活虚拟机时，此选项会指定在其上装入包含备份映像的 NFS Datastore 的介质服务
media_server_activate_vm 器。
对于 -ir_deactivate、–ir_reactivate 或 –ir_reactivate_all 选项，-force 将取消确认提示。

-force

-s start_time -e end_time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会选择最新的完全备份以及已启用加速器的增量式备份（如果
有）。
此选项将可选择的备份映像限制为具有指定时间段内的时间戳的备份映像。NetBackup 会
选择该范围内的最新且合适的备份映像。

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可以使用此过程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虚拟机备份中复制文件。

■

还原完全虚拟机。

无论如何，可将该虚拟机恢复到其原始位置或备用位置。
注意：要避免主机名或 IP 地址发生冲突，请先关闭生产环境中的当前虚拟机，再启
动即时恢复。
要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复制文件，请使用其他过程：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单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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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即时恢复的基本步骤

表 11-4
恢复类型

步骤

复制文件或对问题进行 基本步骤如下：
故障排除，然后删除还
■ 还原 VM：使用 nbrestorevm 的 -ir_activate 选项。
原的虚拟机
■ 从 VM 中复制文件；或使用该 VM 作为替代直到生产主机重新联机。
■

删除 VM 并释放介质服务器资源：使用 nbrestorevm 的 -ir_deactivate 选项。

有关命令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过程。
还原并保留虚拟机

基本步骤如下：
■

还原 VM：使用 nbrestorevm 的 ir_activate 选项。

■

将虚拟机文件传输到 ESX 主机：使用 vSphere Client 中的“迁移”选项。

■

释放介质服务器资源：使用 nbrestorevm 的 ir_done 选项。

有关命令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180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的要求”。
详细的过程如下。
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1

在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还原主机上，输入 nbrestorevm 命令。
该命令位于以下位置：
UNIX、Linux：/usr/openv/netbackup/bin/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按如下方式输入命令：
将 VM 还原到其原始位置：
nbrestorevm -vmw -ir_activate -C virtual_machine -temp_location
temporary_datastore [-vmproxy VMware_access_host] -vmpo
[-vmInstanceId]

将 VM 还原到其他位置：
nbrestorevm -vmw -ir_activate -C virtual_machine -temp_location
temporary_datastore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R rename_file_path
[-vmproxy VMware_access_host] -vmpo [-vmInstanceId]
-C virtual_machine 根据在用于备份的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属性中设置

的名称或 ID 来标识虚拟机。在 -C 选项中，指定在策略中使用的相同类型的标
识符：VM 主机名、VM 显示名称、VM BIOS UUID、VM DNS 名称或 VM 实
例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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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选项提供了文件路径，该文件包含对还原至其他位置的指令。

请参见第 190 页的“通过 VMware 即时恢复将虚拟机还原到不同位置”。
请参见第 182 页的“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nbrestorevm 命令可将虚拟机的备份映像作为 NFS Datastore 装入，且可使
ESX 主机访问该 Datastore。该命令还可在 ESX 主机上创建 VM。然后创建虚
拟机的快照。
注意：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可以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将一个虚拟机备份映像
复制到另一个 NetBackup 域。要从复制的映像还原虚拟机，必须在命令中包括
-vmproxy 选项。 使用 -vmproxy 选项指定位于虚拟机复制到的域中的备份主机
（访问主机）。如果没有 -vmproxy 选项，nbrestorevm 会默认为原始域中的备
份主机，且还原会失败。
vSphere Client 界面中显示以下任务。在本示例中，dbl1vm5 是要还原的虚拟
机。

请注意以下几点：
■

nbrestorevm 命令可创建“VM 即时恢复”类型的 NetBackup 作业。
请参见第 195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的作业类型”。

■

如果取消即时恢复作业或停止所有 NetBackup 服务，则会卸载 NetBackup
NFS Datastore 并释放其介质服务器资源。
小心：虚拟机已从 ESX 主机删除。

2

在 vSphere Client 中，打开虚拟机。
如果 nbrestorevm 命令中包括 -vmpo 选项，则已打开该虚拟机。

3

根据需要浏览并复制虚拟机文件。
要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复制文件，请使用其他过程。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单个文件”。

188

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4

如果不想保留还原的虚拟机，请输入以下内容：
nbrestorevm –ir_listvm

在输出中，找到还原的 VM 的 VM 即时恢复 ID。
从 ESX 主机中删除 VM：
nbrestorevm –ir_deactivate instant recovery ID [-force]

其中 instant recovery ID 是虚拟机在 -ir_listvm 输出中的数字标识符。-force 是
可选的，用于取消确认提示。
VM 已从 ESX 主机中删除。如果没有其他 VM 正在使用 NetBackup NFS
Datastore，则 NetBackup 将删除该 Datastore 并在介质服务器上释放其资源。
vSphere Client 界面中显示以下任务。在本示例中，dbl1vm5 是要删除的虚拟
机，而 datastore_V 是该虚拟机使用的临时 Datastore。

此步骤可完成 VM 即时恢复作业。跳过此过程的其余部分。
步骤 5 使用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移动到生产 Datastore。如果此虚拟机
的 vMotion 已在进行中，则应先取消 vMotion 作业，然后输入
-ir_deactivate。否则，vMotion 会将虚拟机移动到 -ir_deactivate 无法将
其删除的生产 Datastore。

5

保留还原的虚拟机：
在 vSphere Client 中，右键单击还原的虚拟机，然后选择“迁移”。选择迁移
类型和目标。
注意：对于目标，请为虚拟机选择一个永久性（生产）位置。不要选择用于即
时还原的临时 Datastore。
Storage vMotion 将虚拟机数据文件从 NetBackup NFS Datastore 传输到所选
的 Datastore。
注意： 每台介质服务器一次迁移的还原的虚拟机应不超过一台。

6

在迁移完全后，请使用 vSphere Client 手动合并虚拟机的重做日志（或快照）
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您的 VMware 文档。
迁移到生产 Datastore 完成后，请使用以下步骤卸载 NFS Datastore 并释放其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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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入以下命令：
nbrestorevm –ir_listvm

在 -ir_listvm 输出中，找到还原的 VM 的 VM 即时恢复 ID。

8

完成数据迁移后，请输入以下命令：
nbrestorevm –ir_done instant recovery ID

其中 instant recovery ID 是虚拟机在 -ir_listvm 输出中的数字标识符。
-ir_done 选项可完成 VM 即时恢复作业。如果没有其他 VM 正在使用 NetBackup
NFS Datastore，该选项还可删除此 Datastore。删除 Datastore 后，将在介质
服务器上释放其资源。

通过 VMware 即时恢复将虚拟机还原到不同位置
本主题解释如何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将 VM 还原到不同位置。
另一个主题介绍了即时恢复的大致过程：
请参见第 186 页的“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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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M 还原到不同位置

1

在还原目标查找资源池路径。（如果您已经知道完整路径，请跳过此步骤。)
注意：要还原到不同位置，通常需要指定一个不同的资源池。这是资源池路径
的示例：
/TechOffice/host/F2/pl9.acme.com/Resources

要查找路径，请在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者还原主机上输入以下信息：
对于 UNIX、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bpVMreq <restore_host> 11 0
<ESXi_server><VMserver_or_vCenter_server>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VMreq.exe <restore_host> 11 0
<ESXi_server><VMserver_or_vCenter_server>

注意：需要数值 11 0，而且务必按图中所示进行输入。
例如：
bpVMreq battleship.acme.com 11 0 ESXi_pl9.acme.com
vC_p9vm3.acme.com

其中，battleship.acme.com 是还原主机，ESXi_pl9.acme.com 是目标 ESXi
服务器，而 vC_p9vm3.acme.com 是目标 vCenter Server。
此命令会在临时位置生成一个 XML 文件路径。该 XML 文件列出所有可用的资
源池。
这是 bpVMreq 创建的 XML 文件的示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
<ResourcePoolList><ResourcePool Name="Resources"
Path="/TechOffice/host/F2/pl9.acme.com/Resources"
Type="ResourcePool"><ResourcePoolList/>
</ResourcePool></ResourcePoolList>

在本例中，资源池路径为 /TechOffice/host/F2/pl9.acme.com/Resources。
记录该路径以便在下一步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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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以下 change 条目创建文本文件。
注意：每个 change 条目都有助于定义还原位置。每个 change 行都必须以回
车符结尾。

change vmname to <new_virtual_machine_name>

（change vmname 条目为可选）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i_host>
change resourcepool to <path_to_new_resouce_pool>
change networkname to <new_network>

（change networkname 条目为可选）

完全按列表中所示输入每个 change 行，但结尾的变量（例如
new_virtual_machine_name）除外。请将此变量替换为新名称。例如：
change esxhost to ESXi01.prod4.com

对于 new_resouce_pool，请使用在此过程第一步获得的路径。例如：
change resourcepool to /TechOffice/host/F2/pl9.acme.com/Resources

此文本文件称为 -R 重命名文件，会在下一步中与 nbrestrorevm 命令一起使
用。

3

要使用 -R 重命名文件还原 VM，请输入使用 -R 选项的 nbrestorevm 命令，如
下所示。
注意：-R 选项会指定文本文件路径（重命名文件）。
■

要还原到相同的 vCenter Server 和不同的 ESXi 主机，请输入以下信息：
nbrestorevm –vmw –ir_activate –C <virtual_machine>
-temp_location <temporary_datastore> -R <rename_file_path>
[-vmInstanceId]

■

要还原到不同的 vCenter Server 和不同的 ESXi 主机，请输入以下信息：
nbrestorevm –vmw –ir_activate –C <virtual_machine>
-temp_location <temporary_datastore> -R <rename_file_path>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vmInstanceId]

要在自动映像复制 (AIR) 到灾难恢复 (DR) 站点之后还原 VM：还必须在
nbrestorevm 命令中包含 -vmproxy 选项，指定 DR 站点的还原主机。

在当前虚拟机运行时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单个
文件
可以使用即时恢复从虚拟机备份单独还原文件。可以从虚拟机备份映像中还原虚拟
机，然后将其装入到专用网络（如沙盒）上。此方法可避免在生产环境中网络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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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机冲突。公用网络上的另一台虚拟机可用作中间虚拟机，用于从专用网络上的虚
拟机中复制文件。
注意：此过程用于将文件还原到正在运行的 VM 中。在启动此过程之前，无需关闭
生产环境中的当前虚拟机。
在启动此过程之前，需要一台中间虚拟机，该虚拟机具有到公用网络或生产网络的
网络连接。在此过程中，将该中间虚拟机连接到将装入还原的虚拟机的专用网络。
此过程结束时，可以将文件从还原的虚拟机复制到中间虚拟机。然后，公用网络上
的虚拟机便可访问该中间虚拟机上的文件。
使用即时恢复还原单个文件

1

使用 vSphere Client 登录到 vCenter Server。
您必须使用允许访问要恢复的文件的登录信息。

2

创建 vSphere 标准交换机。
此交换机用于从将从备份激活 VM 的沙盒或专用网络访问 ESX 主机。
注意：该交换机仅用于 ESX 主机中的内部通信。
例如，在 vSphere Client 5 中：

3

■

选择用于还原的虚拟机与中间虚拟机之间通信的 ESX 主机。

■

在“配置”选项卡上的“硬件”窗格中，单击“网络”。

■

单击“添加网络”。

■

选择“虚拟机”作为连接类型。

■

选择“创建 vSphere 标准交换机”。

■

对于“端口组属性”中的“网络标签”，输入内部交换机的名称（例如 NB
或 NetBackup）。

■

单击“完成”。

在中间虚拟机上，添加要连接到 vSphere 标准交换机的网卡 (NIC)。
使用此连接可从将在专用网络上装入的还原虚拟机中检索文件。
注意：此中间虚拟机必须已经具有到公用网络或生产网络的网络连接。
例如，在 vSphere Client 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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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选择中间虚拟机。

■

在“摘要”选项卡上，单击“编辑设置”。

■

单击“添加”。

■

选择“以太网适配器”。

■

对于“网络标签”，选择在步骤 2 中创建的专用网络。

■

单击“完成”。

如果中间虚拟机的来宾操作系统在步骤 3 后没有自动为专用网络分配 IP 地址，
请注意：您必须手动配置 IP 地址、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
现在，中间虚拟机应该已连接到公用网络和还原虚拟机所在的专用网络。

5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还原虚拟机。
nbrestorevm -vmw -ir_activate -C virtual_machine -temp_location
temporary_datastore -R rename_file_path -vmsn

-vmsn 指定从备份映像激活虚拟机时没有为虚拟机启用网络。如果没有 -vmsn
选项，网络与生产虚拟机之间可能产生冲突。
由 -R rename_file_path 指定的文件会为还原的虚拟机指定其他显示名称或
位置。必须更改虚拟机名称或位置以避免在生产环境中与当前虚拟机冲突。例
如，要对虚拟机进行重命名，重命名文件中可包含以下条目（以回车符结束）：
change vmname to acme_vm5

注意：文字 change vmname to 是原义字符，后跟要更改为的实际名称（例如
acme_vm5）。
请参见第 182 页的“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有关其他 nbrestorevm 选项，请参见手册页或《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6

将网卡 (NIC) 添加到还原的虚拟机，然后将 NIC 连接到步骤 2 中的 vSphere
标准交换机。

7

启动还原的虚拟机。

8

如果来宾操作系统没有自动为专用网络分配 IP 地址，则必须配置 IP 地址、默
认网关和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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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还原的虚拟机和中间虚拟机之间设置文件共享（例如通过 FTP、NFS 或
CIFS）。
然后，将文件从还原的虚拟机复制到中间虚拟机。生产环境中的当前虚拟机可
以访问这些文件。

10 如果不想保留还原的虚拟机，请输入以下内容：
nbrestorevm –ir_listvm

在 -ir_listvm 输出中，查找还原虚拟机的 VM 即时恢复 ID。
删除还原的虚拟机：
nbrestorevm –ir_deactivate instant recovery ID

其中 instant recovery ID 是虚拟机在 -ir_listvm 输出中的数字标识符。

VMware 即时恢复的作业类型
即时恢复作业将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以下作业类型。
表 11-5

“活动监视器”中的 VMware 即时恢复作业类型

作业类型

描述

VM 即时恢复

此作业是通过即时恢复还原 VM 的父作业。
要完成此作业，必须输入以下内容之一：
nbrestorevm -ir_done instant recovery ID
nbrestorevm -ir_deactivate instant recovery ID
有关这些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86 页的“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激活即时恢复

父 VM 即时恢复作业可启动激活即时恢复作业，从而在 ESX 主
机上创建 VM。

停止即时恢复

当使用 nbrestorevm -ir_done 删除 NetBackup NFS
Datastore 并在介质服务器上释放其资源时，该作业将运行。

停用即时恢复

当使用 nbrestorevm -ir_deactivate 从 ESX 主机中删除
还原的 VM 时，此作业将运行。

重新激活即时恢复

当通过 ir_reconfigure 选项使用 nbrestorevm 重新启动中断的
虚拟机恢复时，此作业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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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重新激活还原的虚拟机
如果在即时恢复（如重新启动主机或介质服务器）期间发生中断，ESX 与介质服务
器的连接可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重新建立连接并将虚拟机恢复到中断之
前的状态。在中断之前，虚拟机中发生的任何事务都会保留下来。
重新激活还原的虚拟机

1

如果只有一个 VM 还原到 ESX 主机，请输入以下命令：
nbrestorevm –ir_listvm

在 -ir_listvm 输出中查找已还原 VM 的即时恢复 ID。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nbrestorevm –ir_reactivate Instant Recovery ID [-force]

其中 instant recovery ID 是虚拟机在 -ir_listvm 输出中的数字标识符。-force 是
取消确认提示的可选参数。
ir_reactivate 选项可重新装入 NetBackup NFS Datastore。从 ESX 主机上的临
时 Datastore 中，可以注册 ESX 主机上的已还原虚拟机。

2

如果将多个 VM 还原到 ESX 主机，请输入以下命令：
nbrestorevm –ir_reactivate_all -vmhost vm_host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force]

注意： 对于多个虚拟机，请勿使用 –ir_reactivate 选项。请使用
-ir_reactivate_all。
-vmhost 选项可指定装入虚拟机的 ESX 主机。-media_server 选项可指定装入
包含备份映像的 NFS Datastore 的介质服务器。-force 是取消确认提示的可选
参数。
nbrestorevm -ir_reactivate_all 命令可在介质服务器上重新装入 NetBackup NFS
Datastore，并重新激活虚拟机。

3

重新激活虚拟机后，可以将其文件复制到 ESX 主机或将其数据迁移到 ESX 主
机。
请参见第 187 页的“使用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4

如果在发生中断时 Storage vMotion 正在迁移虚拟机文件，请重新启动迁移。
在 vSphere Client 中，右键单击还原的虚拟机，然后选择“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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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 NetBackup 用于 vCloud
Directo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

为 vCloud 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注意事项

■

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的注意事项

■

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

减少在大型 vCloud 环境中发现 VM 所需的时间

■

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

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NetBackup 可以备份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环境并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表 12-1 介绍了 vCloud Director 备份的配置要求。
表 12-1
任务

CvCloud Director 虚拟机备份的配置

描述（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输入 vCloud Director 服 “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机服务器”。
务器及其 vCenter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Server 的 NetBackup
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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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描述（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配置策略的“客户端” 选择以下各项：
选项卡
■ 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
■

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

使用“启用 vCloud Director”选项，策略只会选择由 vCloud 管理的虚拟机进行备份：将跳
过不在 vCloud 中的虚拟机。
NetBackup 会收集 vCloud 环境中的信息，如组织、虚拟数据中心和 vApp。NetBackup 也会
检索有关 vApp 的信息供日后还原 vApp 及其虚拟机。

注意：“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使多个 vCloud 关键字在策略的查询生成器字段中可
用，以便基于规则选择虚拟机。如果未选择“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则 NetBackup
不能使用关键字在 vCloud Director 中查找虚拟机，并且备份将失败。

注意：浏览图标（在“查询生成器”下拉字段旁）可能会列出非 vCloud 的对象。如果选择
的对象不在 vCloud Director 中，该对象将从备份中排除。
请参见第 50 页的“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为 vCloud 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注意事项”。

注意：VMware 不支持在虚拟机显示名称或与虚拟机关联的其他对象中使用非 ASCII
字符。同样的字符限制也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对象。
以下主题包括介绍这些限制的 VMware 文章列表：
请参见第 26 页的“NetBackup for VMware：注意事项和限制”。

为 vCloud 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注意事项
为 vCloud 虚拟机创建备份策略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以下主题中介绍了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

要备份所有现有 vApp 模板，请在查询生成器 (vCDIsvAppTemplate Equal
TRUE) 中使用 vCDIsvAppTemplate 关键字。

■

要备份特定 vApp 模板，请在具有相应操作员和值的查询生成器中使用 vCDvApp
关键字来选择特定模板。

■

允许策略从多个 vCloud Director 组织备份虚拟机：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
中，单击“高级”并启用“每个策略有多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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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的注意事项
要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请注意以下事项：
■

“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一次只能还原一个虚拟机。
可以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还原多个虚拟机。
请参见第 266 页的“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

在 vCloud Director 中备份虚拟机时，Veritas 建议将 VMware 选项卡上的“主
VM 标识符”设置为“VMware 显示名称”。 不建议使用 VM BIOS UUID 设
置。

■

要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该虚拟机在备份时必须位于 vCloud Director
中。
要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必须按以下主题中所述配置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

还原 vApp 后，vCloud Director 会重置 vApp 的截止日期。例如：假定原始 vApp
在某月的第一天创建，并设置为在 30 天后失效。如果在截止日期的前 15 天（第
15 天）还原 vApp，vCloud 会将 vApp 重置为在第 15 天起的 30 天后失效。
VM 管理员可以将截止日期重置为其原始日期。

■

无法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 模板。VMware 设置了此限制。

■

还原 vApp 模板后，无法更改该模板，并且不能再将其他虚拟机添加到此模板
（VMware 限制）。要还原将包含多个 VM 的 vApp 模板，必须将除其中一个
VM 以外的所有虚拟机分别还原到非模板 vApp。然后，通过使用“捕获 vApp
以作为目录中的模板”选项来还原最后一个虚拟机。
请参见第 202 页的“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

可以将 vCloud Director 虚拟机还原到 vSphere，而不是 vCloud Director。在
“恢复目标”屏幕上，选择“vSphere 中的备用位置”。

■

“网络连接”屏幕上未显示用于还原的 vCloud 组织网络；仅显示 vSphere 网
络。

■

要使用“捕获 vApp 以作为目录中的模板”选项还原到现有 vCloud Director
vApp，必须关闭 vApp。

■

不支持从 NetBackup vCenter 插件还原 vCloud 备份映像。 仅支持使用“备份、
存档和还原”界面执行此类型的还原。

■

vSphere 5 将提供用于管理在其上创建虚拟机的 Datastore 的存储配置文件。还
原到 vCloud 后，NetBackup 还原界面允许您选择目标 Datastore，而不是存储
配置文件。如果目标 Datastore 不符合存储配置文件或已禁用选定的 Datastore，
则请注意：导入到 vCloud Director 时，如有可能，NetBackup 会自动将虚拟机
迁移到兼容的 Datastor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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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成功还原后，NetBackup 会验证虚拟机是否位于兼容的存储上（在具有
已定义的存储配置文件的 Datastore 上）。

■

要确保任何 VM 来宾自定义已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中，必须设置 NetBackup
参数。 参数值指定一个以秒为单位的等待期限，以便来宾自定义可以成功还原。
（VMware API 要求 VMware Tools 已安装且正在运行，但还原后无法识别
VMware Tools 的状态。因此，我们会等待指定的时间，以便 VMware Tools 在
初始还原环境中运行。）
请参见第 251 页的“确保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中还原来宾自定义”。

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本主题包括以下两个过程：
■

将虚拟机还原到 vApp，或将单个虚拟机还原到 vApp 模板。

■

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注意：还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 vSphere 中的备用位置。
请参见第 207 页的““恢复目标”对话框”。
将单个虚拟机还原到 vApp 或 vApp 模板

1

从以下过程中的步骤开始：
请参见第 141 页的“还原整个 VMware 虚拟机”。
启动还原时，将显示“恢复目标”屏幕。

2

选择恢复目标：
vCloud Director 中
的原始位置

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或还原到替换现有 vApp 的新
vApp。也可以还原位于 vApp 模板中的虚拟机。

注意：还原的 vApp 模板只能包含一个虚拟机；不能再添加其
他虚拟机。
vCloud Director 中
的备用位置

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或者还原到新的 vApp 或 vApp
模板。
将多个虚拟机还原到 vApp 模板：
请参见第 202 页的“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3

在“恢复选项”屏幕上，选择 NetBackup 恢复主机和传输模式进行还原。
请参见第 143 页的““恢复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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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屏幕上，设置 vApp 恢复选项。
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如果该 vApp 不是模板），也可以创建新的
vApp。
对于还原到原始位置 选择“还原到现有 vApp”或“删除现有 vApp，然后重新创建
vApp”。
警告： 如果删除现有 vApp，则会删除 vApp 中的所有虚拟机。
必须选择“删除”选项确认删除。
请参见第 208 页的““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对话框
（还原到原始位置）”。
要还原 vApp 模板中的虚拟机，请选择“删除现有 vApp 模板，
然后重新创建 vApp 模板”。还原的 vApp 模板只能包含一个虚
拟机；不能再添加其他虚拟机。
将多个虚拟机还原到 vApp 模板：
请参见第 202 页的“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对于还原到备用位置 选择“还原到现有 vApp”或“创建新的 vApp”。
可以输入要还原到的 vApp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10 页的““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对话框
（还原到备用位置）”。

注意：要将虚拟机还原到将仅包含此虚拟机的 vApp 模板，请
选择“创建新的 vApp”和“创建 vApp 以作为目录中的模板”。
将虚拟机还原到将包含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请参见第 202 页的“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5

对于至备用位置的还原： 在“用于 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目标选项”屏幕
上，选择 ESX Server（要还原的虚拟机）和 Datastore。
请参见第 211 页的““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目标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
置）”。

6

在“虚拟机选项”屏幕上，为虚拟机及其磁盘置备选择相应选项。
请参见第 144 页的““虚拟机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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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网络连接”屏幕上，为还原的虚拟机选择网络。
注意：如果在备份期间虚拟机未连接到任何网络，或者，如果这些网络当前均
不可用，则对话框将显示：“没有可用于所选虚拟机的网络。”如果需要网络
连接，请在还原完成后，在 vCloud Director 中创建网络连接。

注意：对于还原到备用位置（其他组织或 vCloud 服务器），对话框中未显示
任何网络。如果需要网络连接，请在还原完成后，在 vCloud Director 中创建网
络连接。
请参见第 152 页的““网络连接”和“其他还原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
置）”。

8

在“执行恢复”屏幕上，运行恢复前检查。
要开始还原，请单击“启动恢复”。

9

要将其他虚拟机还原到同一 vApp（不是 vApp 模板），请重复此过程。
注意： 在“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屏幕上，选择“还原到现有
vApp”。确保选择要将其他虚拟机还原到的 vApp。

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App 模板

1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将除其中一个虚拟机以外的所有虚拟机还原
到非模板 vApp。
一次只能还原一个虚拟机。还原第一个虚拟机后，可以通过使用“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屏幕上的“还原到现有 vApp”来还原第二个虚
拟机。选择要将第一个虚拟机还原到的同一 vApp。按照还原屏幕上的步骤操
作，以便通过此方法还原每个虚拟机（最后一个虚拟机除外）。
注意：使用以下步骤可还原最后一个虚拟机，并将所有已还原虚拟机复制到
vApp 模板。

2

在“恢复目标”屏幕上，选择“vCloud Director 中的备用位置”。

3

在“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屏幕上，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还原到现有 vApp”。

■

选择 vCloud 服务器以及包括已将其他虚拟机还原到的 vApp 的组织。

■

如有必要，浏览已将其他虚拟机还原到的 v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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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选择“捕获 vApp 作为目录库中的模板”。

■

选择要包含模板 vApp 的目录库。
注意：组织将确定可用目录。

■

输入 vApp 模板的名称。

■

捕获后删除 vApp：删除在开始此过程时已将其他虚拟机还原到的非模板
vApp。使用此选项，可在还原完成后释放 DataStore 上的空间。
请参见第 210 页的““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
位置）”。

在“用于 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目标选项”屏幕上，选择要还原到模板 vApp
的最后一个虚拟机。
请参见第 211 页的““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目标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
置）”。

5

在“虚拟机选项”屏幕上，为虚拟机及其磁盘置备选择相应选项。

6

在“网络连接”屏幕上，为还原的虚拟机选择网络。
请参见第 152 页的““网络连接”和“其他还原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
置）”。

7

在“执行恢复”屏幕上，运行恢复前检查。
要开始还原，请单击“启动恢复”。
NetBackup 会将当前虚拟机和以前还原的虚拟机复制到新的 vApp 模板。还原
完成后，不能再将其他虚拟机添加到模板 vApp。

减少在大型 vCloud 环境中发现 VM 所需的时间
vCloud Director 的 NetBackup 备份策略使用查询规则自动搜索并过滤 vCloud 环
境。 默认情况下，查询规则将搜索环境中的所有 vCloud Director (vCD) 服务器。
如果环境包含多个具有大量 vApp 的 vCloud 服务器，则 VM 发现可能需要很长时
间。 通过限制搜索特定的 vCloud 服务器或 vApp，您可以加快发现 VM 的速度。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搜索所有 vCloud 服务器和所有 vApp 的策略查询生成器规则：
vmware:/?filter=vCDvApp Contains "vapp1"

要限制搜索特定的服务器或 vApp，请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明将其他 vCloud 表达式
插入查询生成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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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控制台减少在 vCloud 环境中发现 VM 所需的时间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打开 vCloud Director 策略。

2

在该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中，确保已选择“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
动选择”和“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

3

在“查询生成器”中，单击“高级”。

4

在“查询 (高级模式)”下，创建一个或多个在特定的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或
vApp 中搜索 VM 的规则。
要创建两个或多个规则，您必须位于“高级模式”（而非“基本模式”）中。
每个查询规则都必须在单独一行开始。
可以使用以下类型的规则：
■

在特定的 vCloud 服务器中搜索 VM
vmware://<vCloud_server>?filter=<filter>

■

在特定的 vApp 或 vApp 模板中搜索 VM
vmware:/vApp/vapp-<vApp_id>?filter=<filter>
vmware:/vAppTemplate/vappTemplate-<vAppTemplate_id>?filter=<filter>

■

在特定 vCloud 服务器上的特定 vApp 或 vApp 模板中搜索 VM
vmware://<vCloud_server>/vApp/vapp-<vApp_id>?filter=<filter>
vmware://<vCloud_server>/vAppTemplate/vappTemplate<vAppTemplate_id>?filter=<filter>

“查询生成器”屏幕（“高级模式”）中的以下详细信息显示了两个在 vCloud
环境内缩小搜索范围的规则。 第一个规则将在 vCloud 服务器 vCD1.acme.com
上搜索单个 vApp。 第二个规则将在 vCloud 服务器 vCD2.acme.com 上搜索其
他 vApp。 有关查找 vApp 标识符的帮助，请参见以下主题：
搜索特定 vCloud 服务器或 vApp 的查询生成器规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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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或多个搜索规则，必须为策略启用多个组织。
■

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中，单击“高级”。

■

在“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中，启用“每个策略有多个组织”。

■

要使用 nbdiscover 命令而不是策略的“查询生成器”，请参见以下主题：
搜索特定 vCloud 服务器或 vApp 的 nbdiscover 命令示例

搜索特定 vCloud 服务器或 vApp 的查询生成器规则示例
在 NetBackup 策略的查询生成器中，您可以通过使用以下类型的规则更快速地发现
vCloud VM：
■

在特定的 vCloud 服务器中搜索 VM（请注意双正斜杠）：
vmware://<vCloud_server>?filter=<filter>

规则示例：
vmware://vCD1.acme.com?filter=vCDvApp Contains "vapp1"

NetBackup 仅在 vCD1.acme.com 服务器中搜索 VM。
■

在特定的 vApp 或 vApp 模板中搜索 VM（请注意单正斜杠）：
vmware:/vApp/vapp-<vApp_id>?filter=<filter>
vmware:/vAppTemplate/vappTemplate-<vAppTemplate_id>?filter=<filter>

vApp_id 或 vAppTemplate_id 是 vCloud vApp href 末尾的标识符。 您可以使
用 vCloud Director REST API 查询查找该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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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是名为 acmvappvm7 的 vApp 的 REST API 查询。
https://acmvm5.acme.com/api/query?type=adminVApp&filter=
name==acmvappvm7

以下示例是 API 查询响应中的一个片段：
href="https://acmvm5.acme.com/api/vApp/vapp-afaafb99
-228c-4838-ad07-5bf3aa649d42"

在此示例中，vApp acmvappvm7 的 vApp 标识符是
afaafb99-228c-4838-ad07-5bf3aa649d42。 您可以按如下所示在 NetBackup
查询生成器规则中使用此标识符：
vmware:/vApp/vapp-afaafb99-228c-4838-ad07-5bf3aa649d42
?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其中，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是该规则的示例过滤器。
■

在特定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上的特定 vApp 中搜索 VM：
vmware://<vCloud_server>/vApp/vapp-<vApp_id>?filter=<filter>

规则示例：
vmware://vCD1.acme.com/vApp/vapp-4c0d9722-80a4-4f19-b636-72ebf48e4e71
?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

要从同一备份策略搜索其他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或 vApp，请将其他查询规则
包括在查询生成器中。
注意：要在“查询生成器”中输入多个规则，您必须位于“高级模式”中。

注意：每个规则在单独一行开始。
查询生成器中的两个规则示例：
vmware://vCD1.acme.com/vApp/vapp-4c0d9722-80a4-4f19-b636-72ebf48e4e71
?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vmware://vCD2.acme.com/vApp/vapp-5c0c9833-80a4-4f19-b636-72ebf48e4e63
?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

搜索特定 vCloud 服务器或 vApp 的 nbdiscover 命令示例
使用以下 nbdiscover 命令格式在特定的 vCloud 服务器或 vCloud vApp 中搜索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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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iscover “<vCloud_query>” –job_info “snaparg=enable_vCloud=1”

示例 1. 仅在 vCloud 服务器 vCD1.acme.com 中搜索 VM：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ware://vCD1.acme.com?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1'" –job_info “snaparg=enable_vCloud=1”
-noxmloutput 选项每行显示一个 VM。

示例 2. 在具有以下 vApp 标识符的 vCloud vApp 中搜索 VM：
4c0d9722-80a4-4f19-b636-72ebf48e4e71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ware:/vApp/vapp-4c0d9722-80a4-4f19-b636
-72ebf48e4e71?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1'" –job_info
“snaparg=enable_vCloud=1”

以下主题提供有关查找 vApp 标识符的帮助：
请参见第 205 页的“搜索特定 vCloud 服务器或 vApp 的查询生成器规则示例”一节。
示例 3. 使用两个查询规则在 vCloud vApp 中搜索 VM prod1 和 prod2：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ware:/vApp/vapp-4c0d9722-80a4-4f19-b636
-72ebf48e4e71?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1'" "vmware:/vApp/
vapp-4c0d9722-80a4-4f19-b636-72ebf48e4e71?filter=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2'" –job_info “snaparg=enable_vCloud=1,multi_org=1”

请注意分别用双引号括起来并以空格分隔的两个规则和 multi_org=1 选项。
请参见第 256 页的“为 vCloud Director 创建 VMware 策略的注意事项”。

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恢复”对话框
以下主题介绍用于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屏幕。
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 或新的 vApp。

“恢复目标”对话框
可以选择虚拟机恢复的目标类型：vCloud 中的原始位置、vCloud 中的备用位置或
vSphere 中的备用位置。
■

备份时虚拟机的原始设置
显示虚拟机在备份时的配置。
将虚拟机还原到其原始位置时，将使用这些配置设置且不能更改。
如果还原到备用位置，则可以在单击“下一步”后更改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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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pp 详细信息
备份时显示关于虚拟机的 vApp 的信息。
vApp 名称

备份时包含虚拟机的 vApp 的名称。

vApp 状态

备份时 vApp 的状态（活动或过期）。还原虚拟机时，其 vApp
变为活动状态，即使在还原位置中的当前 vApp 已过期也是如此。

vCloud 目录库

包含 vApp 模板的目录库的名称。“...”意味着 vApp 不是模板。

vApp 中的其他虚拟机 指向 vApp 中其他虚拟机名称的链接（如果有）。

■

选择恢复目标
可以还原到 vCloud 中的原始位置、vCloud 中的备用位置或 vSphere（而非
vCloud）的备用位置。

“恢复选项”对话框 (vCloud Director)
选择恢复主机和传输模式。有关这些选项的描述，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43 页的““恢复选项”对话框”。

“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原始位置）
可以选择是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 还是删除 vApp 并重新创建。
还原到现有 vApp 中

要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请选择“重写现有虚拟机”。
如果现有虚拟机已处于打开状态，则此选项将失败。

注意：如果还原 vApp 模板，则此选项不可用。
删除现有 vApp 并重新 对于 vApp 模板，此选项被标记为“删除现有 vApp 模板，然后重
创建 vApp
新创建 vApp 模板”
要删除 vApp（或 vApp 模板）并重新创建，请选择“删除所有虚拟
机以重新创建此 vApp”。

注意：将删除 vApp 中的所有虚拟机。
单击这个数字链接可查看存在于 vApp 中虚拟机的名称。

vCloud Director 的“虚拟机选项”对话框
前面的主题介绍了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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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4 页的““虚拟机选项”对话框”。

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的“执行恢复”对话框
查看要在还原的虚拟机中应用的设置。
■

恢复设置
列出您的恢复选择，包括 vCloud Director 和 vSphere 设置。

■

运行恢复前检查
验证凭据和相应的路径与连接，确定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是否有可用
空间，并查看其他重要要求。 必须将此检查至少运行一次。 即使检查失败，也
可以继续进行还原。
表 12-2描述对 vCloud Director 唯一的恢复前检查。 标准的 vSphere 恢复前检
查在其他主题中进行了描述：
请参见第 146 页的“执行恢复对话框”。

■

启动恢复
启动虚拟机恢复操作

表 12-2

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前检查

检查类型

描述

找到 vCloud 服务器凭据

验证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凭据。

验证是否可以登录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

验证 NetBackup 还原主机是否可以登录 vCloud Director 服
务器。

验证 vCloud 组织

验证选定 vCloud Director 组织是否为还原目标。

验证 vCloud ORGvDC

验证 vCloud Director 中选定组织虚拟数据中心是否为还原目
标。

验证模板目录库

如果已选择将 vApp 作为模板捕获，请验证选定 vCloud
Director 目录是否为还原目标。

验证在捕获为模板之前是否已 如果选择还原到现有 vApp 并捕获 vApp 作为模板，请验证
关闭 vApp
vApp 是否已关闭。

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选择恢复主机和传输模式。有关这些选项的描述，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43 页的““恢复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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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可以将虚拟机还原到现有 vApp（“还原到现有 vApp”）或新的 vApp（“创建新
的 vApp”）。
表 12-3 描述了用于指定要还原到的 vApp 的字段。
注意：默认值是服务器名称、组织和备份中记录的其他详细信息。
表 12-3

要还原到的 vApp 的详细信息

字段

描述

vCloud Server

选择 vCloud Director Server 进行还原。
列表中的服务器是 NetBackup 具有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类
型的凭据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组织

选择 vCloud Director 组织进行还原。

Org vDC

选择组织虚拟数据中心。

vApp 名称

选择或输入 vApp 名称进行还原。
如果还原到现有 vApp，请单击“浏览”搜索 vApp。
请参见第 211 页的““选择 vApp”对话框”。
此选项默认为备份中记录的原始 vApp。

捕获 vApp 作为目录库中 还原到现有 vApp 时，此选项才可用。
的模板
此选项将“vApp 名称”字段中指定的 vApp 复制到新的 vApp 模
板。
也将 vApp 的所有虚拟机复制到同一 vApp 模板。注意，此操作
可能会耗费很长时间。
默认情况下，复制后会保留该副本的源 vApp；可以在复制后删
除源 vApp。请参见“捕获后删除 vApp”选项。
创建 vApp 作为目录库中 创建新的 vApp 进行还原时，此选项才可用。
的模板
此选项可将虚拟机还原到新的 vApp 模板。新模板的名称与“vApp
名称”字段中指定的 vApp 的名称相同。
目录库

选择放置 vApp 模板的目录库。组织将确定可用目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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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vApp 模板名称

还原到现有 vApp 并捕获 vApp 作为模板时：
输入新 vApp 模板的名称。

捕获后删除 vApp

还原到现有 vApp 并捕获 vApp 作为模板时：
在 vApp 复制到新 vApp 模板后，选择此选项可删除源 vApp。复
制结束时，会保留新模板及其虚拟机。将删除该副本的源 vApp。

“选择 vApp”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搜索 vApp 的组织。
指定 vApp 名称

输入 vApp 名称。键入时，将扩展该组织，突出显示包含所键入字符的
第一个名称。
不允许使用通配符。
单击“搜索”查找该名称的进一步实例。

组织中的 vApp

您可以向下钻取该组织，并突出显示 vApp。

单击“确定”选择突出显示的 vApp。

“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目标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指定关于要还原的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您在“vCloud Director 的恢复 vApp 选项”对话框中选择的 vCloud 选项将确定
vCenter Server、资源池和数据中心。
ESX Server

选择要在其中还原虚拟机的 ESX Server。

虚拟机名称

输入还原的虚拟机的名称。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 手动指定：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Datastore。
或者单击“选择具有最大可用空间的 Datastore”。

虚拟机选项（还原到备用位置）
前面的主题介绍了此对话框：
请参见第 144 页的““虚拟机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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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还原到备用位置）
以下主题介绍了此对话框上显示的网络信息：
请参见第 152 页的““网络连接”和“其他还原选项”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vCloud Director 的“执行恢复”对话框（还原到备用位置）
■

恢复设置
列出您的恢复选择，包括 vCloud Director 和 vSphere 设置。

■

运行恢复前检查
验证凭据和相应的路径与连接，确定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是否有可用
空间，并查看其他重要要求。 必须将此检查至少运行一次。 即使检查失败，也
可以继续进行还原。“恢复前检查”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09 页的“适用于 vCloud Director 的“执行恢复”对话框”。
请参见第 146 页的“执行恢复对话框”。

■

启动恢复
启动虚拟机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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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做法和更多信息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for VMware 最佳做法

■

使用 VMware 标记的最佳做法

■

有关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更多帮助

NetBackup for VMware 最佳做法
以下是适用于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最佳做法：
■

为了提高备份效率，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VMware 备份主机应安装在同一
主机上。

■

创建虚拟机时，对主机名和显示名称使用相同的名称。如果更改了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的现有条目将依然起作用。

■

VMware 建议同时运行的位于同一 DataStore 中的虚拟机的备份不要超过四个。

■

成功的 VMware 快照取决于以下因素：
■

虚拟机 DataStore 中发生的 I/O 量。应将备份安排在预计 I/O 活动相对较少
的时候进行。减少同时运行的备份的数量也会有所帮助。
按策略限制对 DataStore 的访问：在 NetBackup 策略中使用“限制每个策略
的作业数”属性。
全局（针对所有策略）限制对 DataStore 的访问：使用“主机属性”>“资
源限制”屏幕。
请参见第 46 页的“对 VMware 资源的使用设置全局限制”。

■

■

与每个虚拟机 DataStore 关联的 I/O 子结构的设计。要了解正确的 I/O 设计
和实现，请参考您的 VMware 文档。

确保 VMware 备份主机具有足够的内存，可处理发生的同时备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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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使用相同 DataStore 的虚拟机包括在一个 NetBackup 策略中。这种做法使您
可以控制每个 DataStore 发生的与备份相关的 I/O 量，从而限制备份对目标虚拟
机的影响。

■

NetBackup 支持多个备份主机。当一个备份进程占满一个备份主机时，可以再
添加一个备份主机来提高备份吞吐量。

■

如果 VM 磁盘可由多个 ESX 主机访问，则可以通过任意 ESX 主机访问磁盘以
进行备份或还原。ESX 主机可能是运行或注册虚拟机的 ESX 主机，也可能不
是。所有以下主机必须可以互相访问且应配置 DNS：

■

■

vCenter 服务器。

■

vCenter 下所有可访问 VM 的 vmdk 文件的 ESX 主机。

■

备份主机。

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VMware vSphere 或 VMware 虚拟基础架构。

NetBackup for VMware 与重复数据删除
对于到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的 VMware 备份，请在 VMware 策略选项卡上选择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此选项可提供最佳的重复数据删除率。如果不
使用“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将会降低重复数据删除率。
我们提供了有关 VMware 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ware 选项卡上的备份选项”。

使用 VMware 标记的最佳做法
尽可能使用唯一标记名称
“类别”和“标记”的组合唯一标识标记与虚拟机的关联。 但是，Veritas 不支持
基于“类别”选择虚拟机。 因此，避免在不同“类别”中创建同名的标记。
创建 VMware 智能策略并基于标记选择虚拟机时，不同类别中的相同标记名称可能
具有意外结果。 具有标记名称的所有虚拟机的选择与“类别”无关。 创建 VMware
智能策略时，请注意此行为。

将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用作使用标记的 VMware 智能策略的
发现主机
由于标记查询需要 Java，请考虑将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用作发现主机，因为默认
情况下安装 Java。用作发现主机的 Windows 客户端要求单独安装远程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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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的 vCenter Server 环境中成功使用标记
NetBackup 对 VMware 标记的支持从 vCenter 6.0 开始。在混合的 vCenter Server
环境（例如 5.x 和 6.0）中，如果查询配置需要 5.x vCenter 上的标记评估，则使用
“标记”关键字的 VMware 智能策略可能将一些虚拟机返回为“已失败”。 在策略
配置期间选择“测试查询”时，可观察到此行为。 运行策略时也可观察到此行为。
父（发现）作业以非零状态退出，其详细信息枚举“已失败”的虚拟机。 正常备份
查询已包括的虚拟机。
可以使用显示的任何选项创建使用标记的查询，但是不将 5.x 服务器上的虚拟机报
告为“已失败”。
■

使用其他字段将标记评估限制为支持的 vCenter Server 版本。
示例：vCenterVersion GreaterEqual "6.0.0" AND Tag Equal "Production"
示例：vCenter Equal "vcenter-123" AND tag Equal "Production"

■

使用 VMware 选项卡上“高级属性”下的“VMware 服务器列表”选项，将策
略限制为受支持 vCenter Server 的列表。
请参见第 60 页的表 5-7。

■

启用 VMware 选项卡上“高级属性”下的“如果无法估计，将标记视为未设置”
选项。
请参见第 60 页的表 5-7。

将标记子句放置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的结尾
向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的结尾放置标记子句。 此配置允许 NetBackup 在评估查
询的标记部分之前消除尽可能多的虚拟机。 此组织方式将优化发现性能和虚拟机选
择。
考虑查询：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AND Tag Equal "Production"
在示例中，第一个子句自动消除处于 poweredOff 状态的所有虚拟机。 查询不需要
评估所有这些虚拟机的查询的标记子句。

对标记进行最大努力的备份和还原
标记关联属于虚拟机元数据的一部分。NetBackup 将虚拟机标记关联保护视为最大
努力的备份。活动监视器中将显示虚拟机快照作业的所有标记收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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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更多帮助
表 13-1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参考信息

主题

源

常规文档

VMware Inc. 提供了关于 VMware 产品的一整套手册。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

性能基准测试

《Symantec NetBackup、Cisco UCS 和 VMware vSphere 联合
备份性能基准白皮书》

Snapshot Client 配置

请参考《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本指南包含
有关 Snapshot Client 的安装和配置说明。

支持的平台和快照方法组
合的列表

请参见位于以下位置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列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 有关 NetBackup 对 VMware 的支持的更新内容，请参考以下
支持信息
Veritas 文档：
■

可从从以下位置获取“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性列表”：

■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在虚拟
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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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for VMware 故障排除说明

■

小心不受支持的备份主机

■

如何确定 NetBackup 用于备份或还原的 ESX 网络

■

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

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

VxMS core.log 和 provider.log 文件名的格式

■

配置 VDDK 日志记录级别

■

防止由 DNS 问题引起的浏览延迟

■

更改虚拟机发现的浏览超时

■

更改 vSphere 超时和日志记录的值

■

VMware 服务器的凭据无效

■

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

遇到快照错误（状态码 156）

■

快照失败的根源：NetBackup 还是 VMware？

■

NetBackup 和使用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的 VMware Storage vMotion 之间的
冲突

■

将单个文件还原到具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虚拟机时，还原失败

■

备份或还原作业挂起

■

Windows 2008 或更高版本上应用程序静默的 VMware SCSI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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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的 Windows 虚拟机上缺失装入点

■

从 Linux 虚拟机还原文件时装入点不可用

■

删除 Consolidate Helper 快照

■

使用安装在虚拟机上的 NetBackup BAR 界面还原文件时出现无效客户端错误

■

VMware 虚拟机在还原后不会重新启动

■

由于 VMware 服务器上的更新任务所致的 NetBackup 作业失败

■

vSphere 界面报告需要对虚拟机进行合并

■

如果卷磁盘集包含磁盘类型组合，则“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将不起作用

■

Linux VM 和持久性设备命名

■

对于具有 Windows 动态磁盘的 VMware 虚拟机，使用 Windows 还原主机和
hotadd 传输模式从增量式备份进行的还原失败

■

同时进行多个 hotadd 备份（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机）失败，状态码为 130

■

故障排除 VMware 标记使用情况

■

确保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中还原来宾自定义

NetBackup for VMware 故障排除说明
请注意以下几点：
■

■

确保每个虚拟机上都安装了最新的 VMware Tools。 否则，会导致通信问题和其
他问题。例如：
■

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选择虚拟机时，NetBackup 无法获取虚拟机的
主机名、IP 地址或 DNS 名称。策略验证可能会失败。

■

准备快照时虚拟机不可静默。

不能将单个 VMware 文件还原到虚拟机本身，但某些情况除外。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关于还原单个文件”。

小心不受支持的备份主机
确保 NetBackup 支持您的 VMware 备份主机。 关于支持的备份主机平台，请参见
以下位置提供的“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性列
表”：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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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备份主机的更多 VMware 文档，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章中有关备份代理的信
息：
Best practices when using advanced transport for backup and restore（《将高级
传输用于备份和还原时的最佳做法》）

如何确定 NetBackup 用于备份或还原的 ESX 网络
如果虚拟机磁盘可供多个 ESX 主机访问，则磁盘可以通过任意 ESX 主机进行访
问。用于访问的 ESX 主机不一定是虚拟机运行或注册的 ESX 主机。所有以下主机
必须可以互相访问且应配置 DNS：
■

vCenter 服务器。

■

vCenter 下可以访问虚拟机 vmdk 文件的所有 ESX 主机。

■

备份主机。

如果所有主机无法相互访问，则备份或还原操作可能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您
必须确定 NetBackup 将哪个网络用于备份或还原。
注意：对于通过 vCenter 执行的 NBD 传输模式备份，NetBackup 将使用向 vCenter
添加或注册 ESX 主机所用的 ESX 网络。对于直接从 ESX 主机执行的 NBD 传输模
式备份，NetBackup 将使用 ESX 主机的 DNS/IP 网络。
VxMS 提供程序日志包含有关 NetBackup 所用网络的信息。
请参见第 221 页的“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检查 VxMS 提供程序日志以查找与此示例中的消息类似的消息：
10:49:21.0926 : g_vixInterfaceLogger:libvix.cpp:1811 <INFO> : Opening file
[MYDATASTORE] TestVM/TestVM-000001.vmdk (vpxa-nfc://[MYDATASTORE]
TestVM/TestVM-000001.vmdk@MyESX.xxx.xxx.com:902)
10:49:22.0301 : g_vixInterfaceLogger:libvix.cpp:1811 <INFO> : DISKLIB-LINK
Opened 'vpxa-nfc://[MYDATASTORE]
TestVM/TestVM-000001.vmdk@MyESX.xxx.xxx.com:902' (0x1e): custom, 41943040
sectors / 20 GB.
10:49:22.0301 : g_vixInterfaceLogger:libvix.cpp:1811 <INFO> : DISKLIB-LIB
Opened "vpxa-nfc://[MYDATASTORE]
TestVM/TestVM-000001.vmdk@MyESX.xxx.xxx.com:902" (flags 0x1e, type custom).
10:49:22.0301 : vdOpen:VixInterface.cpp:480 <DEBUG> : Done with
VixDiskLib_Open(): 200346144
10:49:22.0301 : openLeafSnapshotDisks:VixGuest.cpp:475 <DEBUG> : vdOpen()
succe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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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22.0301 : openLeafSnapshotDisks:VixGuest.cpp:476 <INFO> : Transport
mode in effect = nbd

VMware 记录的消息以 g_vixInterfaceLogger 开头。示例中的此类消息表明
TestVM-000001.vmdk 是通过 ESX 主机网络 MyESX.xxx.xxx.com 打开的。
以下文章包含相关信息：
■

《将高级传输用于备份和还原时的最佳做法》
http://kb.vmware.com/kb/1035096

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有关 VMware 备份或 VMware 还原的日志消息，请参见以下 NetBackup 日志目录。
表 14-1

与 VMware 备份和还原相关的 NetBackup 日志

日志目录

包含消息内容

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rm

备份和还原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tm

备份和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fis

快照创建和备份

VMware 备份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cd

快照创建和备份

VMware 备份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kar

备份

VMware 备份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rd

还原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tar

还原

VMware 恢复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nbfsd

即时恢复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VMware 备
份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VMutil

策略配置和关于还原

VMware 备份主机或恢复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VMreq

还原

运行“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客户
端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nbproxy

策略配置

VMware 备份主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ncfnbcs（创建者 ID 在备份或还原过程中自动选 VMware 备份主机
择虚拟机并禁用和重新启用
366）
VMware Storage vMotion。
ncfnbcs 使用统一日志记录。有关如何使用统一
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故障排除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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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目录

包含消息内容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ncfnbrestore（创建 还原
者 ID 357）

位于
VMware 恢复主机

ncfnbrestore 使用统一日志记录。有关如何使用
统一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故障
排除指南》。
对于 Windows：

在备份期间的文件映射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xms
对于 Linux：
/usr/openv/netbackup/logs/vxms

VMware 备份主机
请参见第 221 页的“配置 VxMS 日志记
录”。

注意：使用 VxMS 日志记录会降低备
份主机的性能。

注意：要进行日志记录，这些日志目录必须已存在（统一的日志记录目录除外）。
如果这些目录不存在，请创建它们。
要创建其中的大多数日志目录，请在 NetBackup 服务器和备份主机上运行以下命
令：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对于 UNIX（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
/opt/openv/netbackup/logs/mklogdir

请参见第 221 页的“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您可以查看关于快照日志和日志记录级别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您可以查看关于 NetBackup 日志记录的更广泛论述。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
除指南》。

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除了本主题中说明的方法，您还可以使用日志记录助理（位于 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中）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有关日志记录助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以下主题描述了 VxMS 日志文件名的格式：
请参见第 224 页的“VxMS core.log 和 provider.log 文件名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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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xMS 日志记录可能需要占用 VMware 备份主机上的大量资源。
在 Windows 备份主机上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1

创建 VxMS 日志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xms

注意：VxMS 文件夹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进行日志记录。

注意：如果您已运行 NetBackup mklogdir.bat 命令，则 VxMS 日志目录已存
在。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2

在 Windows 注册表中，请在以下位置创建 DWORD 注册表项 VXMS_VERBOSE：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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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配置日志记录级别，请将 VXMS_VERBOSE 的数值设置为 0 或更大的值。值越
大，生成的日志越详细。
0

无日志记录。

1

错误日志记录。

2

级别 1 + 警告消息。

3

级别 2 + 提示性消息。

4

和级别 3 相同。

5

非常详细（包括级别 1）+ 辅助证据文件（.mmf、.dump、VDDK 日志、.xml
和 .rvpmem）。
您可以为 VDDK 消息设置日志记录级别。

6

仅 VIX（VMware 虚拟机元数据）转储。

7

仅 VHD（Hyper-V 虚拟机元数据）转储。

>7

完全详细 + 级别 5 + 级别 6 + 级别 7。

注意：高于 5 的日志级别无法在日志记录助理中进行设置。

注意： 高于 5 的日志级别应仅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使用。在该级别，日志文件
和元数据转储对磁盘空间和主机性能可能具有极高的要求。

4

更改日志位置：
■

打开 regedit 并转到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创建字符串值为 (REG_SZ) 的注册表项 vxmslogdir。对于该字符串值，请
指定现有文件夹的完整路径。

注意：您可以在 VxMS 日志文件夹上使用 NTFS 压缩来压缩日志大小。新日志
将仅以压缩格式编写。

注意：如果更改了 VxMS 日志位置，则日志记录助理将无法收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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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备份主机上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1

创建 VxMS 日志目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vxms

注意：VxMS 目录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进行日志记录。

注意：如果您已运行 NetBackup mklogdir 命令，则 VxMS 日志目录已存在。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2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
VXMS_VERBOSE= 数值 0 或更大的值

以下过程包含日志记录级别表：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在 Windows 备份主机上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3

要更改日志位置，请在 bp.conf 文件中输入以下条目：
vxmslogdir= 新日志位置的路径

注意：如果更改了 VxMS 日志位置，则日志记录助理将无法收集日志。

VxMS core.log 和 provider.log 文件名的格式
默认情况下，对于在 VxMS 日志记录期间创建的日志文件 core.log 和
provider.log，NetBackup 管理员的用户名将插入日志文件名中。
表 14-2 介绍了日志文件名的格式。
表 14-2

VxMS core.log 和 provider.log 文件名的格式

平台

VxMS 日志文件名格式

Windows

VxMS-thread_id-user_name.mmddyy_tag.log
例如：
VxMS-7456-ALL_ADMINS.070214_core.log
VxMS-7456-ALL_ADMINS.070214_provide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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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VxMS 日志文件名格式

UNIX、Linux

VxMS-thread_id-user_name.log.mmddyy_tag
例如：
VxMS-27658-root.log.081314_core
VxMS-27658-root.log.081314_provider

请参见第 221 页的“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配置 VDDK 日志记录级别
以下 NetBackup 进程捕获 VDDK 日志消息：
■

bpbkar、bpbkarv、nbrestore

如果 VxMS 日志记录级别 (VxMS_VERBOSE) 为 5 或更高，则这些进程会将
VDDK 消息写入 VxMS 日志。 默认情况下，当 VXMS_VERBOSE 为 5 或更高
时，系统将以最高详细度生成 VDDK 消息。
■

ncfnbcs、bpVMutil

如果 NetBackup 全局日志记录级别为 5，则这些进程会将 VDDK 消息写入自身
的日志目录。 默认情况下，当 NetBackup 全局日志记录级别为 5 时，系统将以
最低详细度生成 ncfnbcs 和 bpVMutil 日志中的 VDDK 消息。
更改 VDDK 消息的日志记录级别（详细度）

1

在备份主机上检查以下各项：
■

确保 VxMS 日志目录存在且 VXMS_VERBOSE DWORD 设置为 5 或更高。
请参见第 221 页的“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

确保 bpVMutil 日志目录存在且 NetBackup 全局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
注意：ncfnbcs 进程使用统一日志记录：不必为 ncfnbcs 手动创建日志目
录。 有关统一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
南》。

2

在备份主机上输入以下内容：
■

对于 Windows：
在以下位置创建 DWORD 注册表项 VDDK_VERBOSE：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

■

对于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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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下条目添加到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
VDDK_VERBOSE=数值

3

按如下所示设置 VDDK_VERBOSE 的数值：
0

崩溃（仅限失败消息）。

1

级别 0 + 错误日志记录。

2

级别 1 + 警告消息。

3

级别 2 + 审核消息。

4

级别 3 + 提示性消息。

5

非常详细；级别 4 + 其他详细信息。

6

最为详细；级别 5 + 调试消息。

防止由 DNS 问题引起的浏览延迟
当您使用“浏览虚拟机”对话框时，NetBackup 可能无法识别虚拟机。这是因为可
能没有在域名服务器系统 (DNS) 中正确配置虚拟机主机名，或 DNS 系统运行缓慢。
NetBackup 详细状态日志中可能会显示超时消息或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17:25:37.319 [12452.10360] get_vSphere_VMs: Processing vm 002-wcms
17:25:37.319 [12452.10360] get_vSphere_VMs:
uuid
421a8b46-063d-f4bd-e674-9ad3707ee036
17:25:37.319 [12452.10360] get_vSphere_VMs:
vmxdir [san-05]
002-wcms/
17:25:37.319 [12452.10360] get_vSphere_VMs:
datastore san-05
17:25:37.319 [12452.10360] get_vSphere_VMs:
IpAddress 172.15.6.133
17:25:41.866 [12452.10360] get_vSphere_VMs: retry_gethostbyaddr for
172.15.6.133 failed with The requested name is valid, but no data of
the requested type was found.

注意：NetBackup 可能无法通过 IP 地址来确定虚拟机的主机名称（即反向查找可
能失败）。
防止由 DNS 问题引起的浏览延迟 (Windows)

1

在备份主机的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运行”，并输入 regedit。

2

为了安全起见，请对当前注册表进行备份（“文件”>“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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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到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然后创建名为 BACKUP 的项。

4

在 BACKUP 下创建名为 disableIPResolution 的新 DWORD。
此注册表项使 NetBackup 将虚拟机的 IP 地址用作虚拟机主机名称。

5

使用 NetBackup 的“浏览虚拟机”屏幕重新发现虚拟机。 主机名现应为 IP 地
址。
请参见第 66 页的“浏览 VMware 虚拟机”。

防止由 DNS 问题引起的浏览延迟 (Linux)

1

在 Linux 备份主机上，创建（或打开）下列文件：
/usr/openv/netbackup/virtualization.conf

2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文件中：
[BACKUP]
"disableIPResolution"=dword:00000000

此条目使 NetBackup 将虚拟机的 IP 地址用作虚拟机主机名称。
请注意：如果此文件已经包含 [BACKUP] 行，则不要添加其他 [BACKUP] 行。
[BACKUP] 下已经存在的任何其他行应保持不变。

3

使用 NetBackup 的“浏览虚拟机”屏幕重新发现虚拟机。 主机名现应为 IP 地
址。
请参见第 66 页的“浏览 VMware 虚拟机”。

更改虚拟机发现的浏览超时
在“浏览虚拟机”对话框中浏览虚拟机时，可能需要提高浏览超时值。
更改浏览超时值

1

在运行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主机上，打开下列文件：
/usr/openv/java/nbj.conf

2

更改 NBJAVA_CORBA_DEFAULT_TIMEOUT 参数的值。
默认情况下，此参数设置为 60 秒：
NBJAVA_CORBA_DEFAULT_TIMEOUT=60

将该值提高为更大的数值。
有关 nbj.conf 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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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请参见第 66 页的“浏览 VMware 虚拟机”。

更改 vSphere 超时和日志记录的值
表 14-3 列出了 vSphere 各种超时注册表项及其默认值。可以在备份主机上更改这
些值（请参见此主题中的过程）。
表 14-3

vSphere 超时的 DWORD 注册表项和默认值

DWORD 注册表项名称

默认值（以秒为单位）

jobtimeout

900

poweroptimeout

900

snapshottimeout

900

registertimeout

180

browsetimeout

180

connecttimeout

300

vSphere API 日志记录级别的注册表项和默认值如下所述。
表 14-4

vSphere API 日志级别的 DWORD 注册表项和默认值

DWORD 注册表项名称

默认值

vmcloglevel

0（没有日志记录）

对 vSphere API 日志记录级别的更改会影响备份主机上的以下日志：
■

对于备份（快照创建）：bpfis 日志

■

对于还原：bpVMutil 日志

■

对于虚拟机发现： ncfnbcs 日志（创建者 ID 366）

日志位于备份主机的以下位置：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对于 Linux：/usr/openv/netbackup/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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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Windows 上的 vSphere 超时和日志记录值

1

在备份主机的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运行”，并输入 regedit。

2

为了安全起见，请对当前注册表进行备份（“文件”>“导出”）。

3

转到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然后创建名为 BACKUP 的项。

4

要更改超时值，请在 BACKUP 项下，使用相应的注册表名称（如 jobtimeout
或 poweroptimeout）创建新的 DWORD。
输入超时值。

5

要更改 vSphere API 日志记录的级别，创建名为 vmcloglevel 的新 DWORD，
然后输入新日志记录值。
允许的值是 0 到 6，其中 0 表示不进行日志记录，6 表示最高日志级别。

更改 Linux 上的 vSphere 超时和日志记录值

1

在 Linux 备份主机上，创建（或打开）下列文件：
/usr/openv/netbackup/virtualization.conf

2

要更改超时值，请使用相应的名称（如 jobtimeout 或 poweroptimeout）在
[BACKUP] 下输入新的 dword 行。包括超时值。
例如：
[BACKUP]
"jobtimeout"=dword:60

此示例将作业超时值设置为 60 秒。
请注意：如果此文件已经包含 [BACKUP] 行，则不要添加其他 [BACKUP] 行。
[BACKUP] 下已经存在的任何其他行应保持不变。

3

要更改 vSphere API 日志记录的级别，请在 [BACKUP] 下创建名为 vmcloglevel
的 dword 行，并输入日志记录值。例如：
"vmcloglevel"=dword:6

允许的值是 0 到 6，其中 0 表示不进行日志记录，6 表示最高日志级别。

VMware 服务器的凭据无效
许多问题会阻止 NetBackup 获取对 ESX Server 或 vCenter Server 的访问权限。在
为 VMware 服务器添加凭据时（通过“添加虚拟机服务器”对话框），NetBackup
将在您单击“确定”时验证凭据。如果凭据没有通过验证，将显示一个弹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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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许多种，包括：
■

不正确的虚拟机服务器名称。请确保正确输入了服务器名称。
提供了有关更改存储在 NetBackup 中的服务器名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4 页的“更改 NetBackup 中 VMware 服务器的主机名”。

■

无效的用户名或密码。请确保正确输入了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

不正确的端口号。请确保 NetBackup 的“更改虚拟机服务器”对话框上的端口
号正确。如果 VMware 服务器使用默认端口，则不需要指定端口。可以取消选
中“使用端口号连接”框。

■

您没有足够的权限执行备份或还原。（但是请注意，缺乏足够的权限并不一定
会导致凭据验证失败。）
有关权限的一般准则，请参见以下资料：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8513
有关使用 vStorage 进行备份和还原所需的最低权限，请参见以下资料：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30493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本主题提供与 NetBackup for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的帮助信息。

状态 1：请求的操作部分成功
由于以下原因可能出现此错误：
■

在 备份过程中，无法解锁虚拟机允许执行存储迁移。
可以从此备份还原虚拟机。但是，您可能希望在下次备份之前纠正此问题。

■

在 备份过程中，无法删除虚拟机快照，也无法合并虚拟机的磁盘。
可以从此备份还原虚拟机。但是，您可能希望在下次备份之前纠正此问题。

■

在 还原过程中，无法将虚拟机导入 vCloud。在活动监视器中，作业详细信息的
“详细状态”选项卡包括了来自 vCloud Director 的消息，指出了发生错误的原
因。
还原的虚拟机在目标 vCenter 中显示，您必须手动将其导入到 vCloud 中。

状态 5：还原操作无法恢复请求的文件
对于使用“即时恢复”的虚拟机还原，发生此错误的原因可能如下：
■

为资源池或临时 Datastore 指定的名称不正确。

■

在 vSphere 中无法装入或激活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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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正确指定了所需参数的名称。还要检查 vSphere 任务或事件中是否有已知问
题。
有关详细调试，请查阅还原主机上的 bpVMutil 日志：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VMutil

状态 6：备份操作未能备份请求的文件
由于以下原因可能出现此错误：
■

虚拟机和备份主机虚拟机（适用于 hotadd 备份）可能会包含太多的磁盘。 如果
磁盘总数对于备份主机中的 SCSI 控制器而言过多，使用 hotadd 传输模式的备
份将会失败。 作业状态日志中出现以下内容：
ERR - Error opening the snapshot disks using given transport mode:
Status 23

将更多 SCSI 控制器添加到备份主机虚拟机。
■

如果 VMware 备份主机无法通过选定的传输模式访问 DataStore，备份将会失
败。备份主机上的详细状态日志可能包含如下消息：12/4/2009 1:12:34 PM Error bpbrm(pid=21376) from client vm4: ERR - Error opening the
snapshot disks using given transport mode: Status 23。

请选择其他传输模式并重试备份。
■

当 NetBackup 直接通过 ESX Server 对虚拟机执行备份时，Storage vMotion 会
迁移该虚拟机的文件。要避免与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中的 Storage vMotion
发生冲突，NetBackup 应通过 vCenter Server 执行备份。
请参见第 241 页的“NetBackup 和使用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的 VMware Storage
vMotion 之间的冲突”。

■

对于 hotadd 备份：备份主机无法解析 ESX Server 的主机名。 如果安装备份主
机的虚拟机上 DNS 配置不正确，则可能会出现此错误。在虚拟机上，可将 ESX
Server 的 IP 地址输入以下 hosts 文件中：
\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

对于 备份：如果要备份的 VM 以及包含 hotadd 备份主机的 VM 不驻留在同一个
DataCenter 内，则备份将失败。 要成功进行 hotadd 备份，两个虚拟机必须位
于同一个 VMware DataCenter 内。

■

虚拟机之前的 hotadd 备份可能已失败。必须手动删除如下所示的一些装入目录
和克隆磁盘，hotadd 备份才能成功，具体如下：
■

在 hotadd 备份中，VMware 创建 VM 磁盘的链接克隆，并将克隆磁盘连接
到备份主机。 （连接的磁盘在 vSphere Client 可见。） 如果 VM 的 hotadd
备份失败，NetBackup 可能无法从备份主机移除克隆磁盘。 在备份主机中，
克隆磁盘会阻止后续备份完成。
将克隆磁盘从 VMware 备份主机移除并重试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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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VM 备份中，VMware 在备份主机的 C:\Windows\Temp 文件夹中创建了
装入目录。 备份后，VMware 自动删除装入目录。在一些情况下，当备份使
用 hotadd 传输模式时，NetBackup 可能无法删除装入目录。
将装入目录从 \Temp 文件夹删除，然后重试备份。文件夹名称包含一个诸如
VMware-System 之类的字符串。

尽管 vSphere 6.0 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6 (IPv6)，但是不支持 IPv4 和 IPv6 双
堆栈配置。 （在双堆栈网络中，为 IPv4 和 IPv6 同时启用了网络节点。）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同时启用 IPv4 和 IPv6 地址，则 vCenter 6.0 仅使用 IPv4 地址。

如果 vCenter Server 的 DNS 名称同时解析为 IPv4 和 IPv6 地址，但 IPv6
地址不可访问，请注意：VMware 的 VDDK API 通过 IPv6 尝试进行通信将
会失败。 因此，NetBackup 备份作业也会失败，状态为 6。
要解决此问题，请确保 vCenter 的 DNS 名称解析为 IPv4 或 IPv6 地址（只能解
析为其中之一）。
■

状态 13：文件读取失败
由于以下原因可能出现此错误：
■

对于双引导 VM，NetBackup 不支持策略的“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

■

VMware VDDK 中的锁定超时可能会导致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机同时进行的
hotadd 备份失败。
请参见第 249 页的“同时进行多个 hotadd 备份（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机）失
败，状态码为 130”。

状态 20：无效的命令参数
对于“备份介质服务器”选项，在策略中指定的存储单元对于介质服务器必须唯
一。如果存储单元在其他介质服务器中也可用，则快照作业将无法成功执行。

状态 21：套接字打开失败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能未安装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因此，介质服务器不
能联系 Portmapper 服务。由于未安装网络文件系统，因此尝试手动启动 NFS 服务
时会失败。
在介质服务器上安装网络文件系统服务。
请参见第 277 页的“关于针对粒度恢复技术 (GRT) 安装和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状态 156：遇到快照错误
导致此错误的可能有多种不同问题。
请参见第 238 页的“ 遇到快照错误（状态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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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227：没有找到实体
要将所选文件（不是整个虚拟机）还原到原始位置，必须指定虚拟机的主机名。请
勿指定显示名称或 UUID 作为目标。

状态 2820：NetBackup VMware 策略还原错误
在下列情况下，虚拟机还原可能会失败：
■

如果在备份过程中将 .ISO 文件以虚拟 CD 或 DVD 的形式提供给虚拟机，那么
需要注意的是，目标主机上必须存在可用的 ISO 文件。如果 ISO 在用于还原虚
拟机的主机上不可用，则还原将失败。vCenter 界面可能会出现消息 Invalid
configuration for Device '1'。

■

对于使用 hotadd 传输模式的还原：如果要还原的虚拟机以及包含 hotadd 还原
主机的虚拟机不位于同一个 DataCenter 内，则还原将失败。 要成功进行 hotadd
还原，两个虚拟机必须位于同一个 VMware DataCenter 内。

■

还原主机无法通过选定的传输模式访问 VMware DataStore。还原主机上的作业
日志可能包含如下所示的消息：FTL - Virtual machine restore: VxMS
initialization failed。 请选择其他传输模式并重试还原。

■

尝试还原路径名称长度大于 1023 个字符的文件。
请注意，Linux 虚拟机的备份将备份所有文件，包括那些路径名称长度大于 1023
个字符的文件。整个 Linux 虚拟机的还原将恢复所有文件。但是您无法单独还原
长路径名称文件。

■

对于还原，虚拟机的硬件版本（例如 7）比目标服务器支持的硬件版本高。如果
VMware Tools 无法将虚拟机的硬件版本转换为早期版本，则还原失败。详细状
态日志中将出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Info bpVMutil(pid=6268) INF vmwareLogger: WaitForTaskCompleteEx: The virtual machine versio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version of the host <hostname>。

如果可能，请将 VM 还原到支持 VM 硬件版本的 VMware 服务器。
■

您尝试还原包含一个或多个格式为“厚置备急速清零”的 VMDK 的大型虚拟机。
由于虚拟机或其 VMDK 的大小，可能需要 2 小时以上才能创建虚拟机。 因此，
还原失败。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中，将已还原的虚拟磁盘更改为“厚置备慢速清零”
或“瘦置备”。

状态 2848：由于未能创建虚拟机，还原失败
在还原期间，NetBackup 无法创建虚拟机。出现此错误的原因有多种，比如以下原
因：
■

用于登录 VMware 服务器的凭据没有足够的权限来创建虚拟机。

■

DataStore 中空间不足。

233

故障排除
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

虚拟机或 vmdk 配置不兼容。

■

在 VMware 服务器上出现了错误或取消了任务。

“作业详细信息”选项卡应包含其他信息。VMware 服务器日志可能也有与该错误
有关的信息。

状态 4259：在 VMware 查找服务中找不到 vCenter 主机名
vCenter Server 的平台服务控制器系统名称无法解析为 vCenter Server 的 NetBackup
虚拟机服务器名称。
使用在平台服务控制器中配置的系统名称作为 NetBackup 虚拟机服务器名称。

状态 4260：遇到了 SSO 登录失败
尝试登录到 VMware 单点登录服务失败。
确保您为 NetBackup 虚拟机服务器输入的凭据已经过单点登录授权。

状态 4261：遇到了 VMware 内部服务器错误
此消息指示了一个常规 VMware 内部服务器错误。 此错误的其中一个已知原因是
vCenter 中定义的标记或类别缺少“描述”。
VMware 知识库文章：http://kb.vmware.com/kb/2124204
请参考错误消息中提供的详细信息。检查 NetBackup 日志。
Veritas 已确认此问题已在 vCenter Server 6.0 Update 1 中解决。

状态 4262：遇到了 VMware vCloud Suite API 失败
此消息指示了一个常规 VMware API 失败。 执行自动虚拟机选择的 NetBackup 主
服务器或其他主机可能未与 VMware 平台服务控制器建立网络连接。
请参考 VMware vCenter Server 6.0 Deployment Guide（《VMware vCenter Server
6.0 部署指南》）和 VMware 知识库文章 Required ports for vCenter Server 6.0
（vCenter Server 6.0 所需的端口）。 http://kb.vmware.com/kb/2106283
请参考错误消息中提供的详细信息。 检查 NetBackup 日志。

状态 4263：遇到了 VMware SOAP API 失败
此消息指示 NetBackup 尝试连接到 VMware 单点登录服务时遇到错误。 用于选择
虚拟机的 NetBackup 主机与 vCenter Server 之间的时钟设置可能有所不同。
请参考 VMware vCenter Server 6.0 Deployment Guide（《VMware vCenter Server
6.0 部署指南》）和 VMware 知识库文章 Calling the SSOConnection SDK reports
the exception: Client received SOAP Fault from server: The time now <timestamp>
does not fall in the request lifetime interval extended with clock tolerance of 600000
ms（调用 SSOConnection SDK 报告异常：客户端从服务器收到 SOAP 故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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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间 <timestamp> 不在使用时钟容差 600000 ms 延长的请求生命周期间隔范围
内）。 http://kb.vmware.com/kb/2125193
请参考错误消息中提供的详细信息。 检查 NetBackup 日志。

状态 4264：处理 TagView XML 时遇到了意外错误
此消息指示包含 VMware 标记信息的 XML 文件已损坏。
如果此错误来自测试查询，请重试操作。 如果父（“发现”）作业失败，请执行以
下操作以重新生成 XML 文件：使用失败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中的“将 VMware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值 0 重试该作业。
请参考错误消息中提供的详细信息。检查 NetBackup 日志。

状态 4265：遇到了不支持标记的 VMware Virtual Machine
Server
此消息指示 ESX 服务器包括在“虚拟机服务器”列表中。 ESX Server 不支持标
记。

状态 4266：遇到了不提供标记 API 的 VMware Virtual
Machine Server
此消息指示“虚拟机服务器”列表中包括 5.1 或 5.5 vCenter Server。这些版本的
vCenter Server 不支持 NetBackup 为标记提供支持所需的标记接口。

状态 4267：无法初始化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此错误消息指示 NetBackup 找不到访问 VMware 标记信息所需的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要备份和还原标记关联，发现主机和恢复主机上需要安装 NetBackup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安装对应于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的 NetBackup 远程管理控制台版本。 NetBackup
远程管理控制台的版本必须与 NetBackup 客户端版本相匹配。

状态 4268：无法检索资源池信息
NetBackup 无法从 vSphere 中检索到资源池属性。
请检查资源池路径。 如果该路径不正确，请指定存在于目标 vCenter Server 中的
正确资源池路径。

状态 4269：找到多个具有相同标识的虚拟机
目标资源池或 vApp 下存在多个具有相同显示名称的虚拟机。 NetBackup 无法识别
需要重写的虚拟机。
选择一个不同的显示名称，用于还原或重命名目标资源池或 vApp 中的虚拟机。 资
源池或 vApp 中只能存在一个具有相同显示名称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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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4270：存在虚拟机快照且策略选项指定中止备份
正在备份的虚拟机已有一个现有快照，备份策略要求 NetBackup 在这种情况下中止
备份。
请删除该快照并重新启动备份作业或将策略修改为忽略或删除现有快照。 NetBackup
只能删除由它创建的现有快照。

状态 4271：超出了最多虚拟机快照数
NetBackup 无法删除现有虚拟机快照，因为虚拟机上现有的快照数量超过了允许的
快照数量上限。
请删除虚拟机的快照并重新启动备份作业。

状态 4272：超出了最多增量文件数
虚拟机的一个磁盘包含的增量文件数量超过了允许的增量文件数量上限。 因此，
NetBackup 无法创建虚拟机快照。
请整合虚拟机的磁盘并重新启动备份作业。

状态 4273：无法锁定备份或还原主机的虚拟机快照操作
NetBackup 配置为在备份或还原主机上序列化虚拟机快照操作。 但是，NetBackup
无法在允许的时间内获取用来控制快照序列化的锁。
当没有其他虚拟机快照操作正在处理中时，重新启动备份作业。 如果 NetBackup
无法频繁地获取锁，请根据需要将 NetBackup 作业配置调整为：允许虚拟机快照在
不同时间或在不同的主机上运行。 或者，请重新配置 NetBackup，以便不需要执行
快照序列化。

状态 4274：无法删除虚拟机快照
NetBackup 无法删除虚拟机快照。
请手动删除虚拟机快照。

状态 4275：无法合并虚拟机磁盘
NetBackup 无法合并虚拟机的磁盘。 NetBackup 将在如下所示的情况下尝试合并
磁盘：
■

创建虚拟机快照之前、开始进行虚拟机备份时。

■

删除虚拟机快照之后、备份接近完成时。

请手动整合虚拟机的磁盘并重新启动作业。

状态 4276：无法检索虚拟机磁盘信息
NetBackup 无法检索虚拟机的磁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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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和 bpfis 日志，以了解与错误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请更正导
致此故障的根本问题并重新启动作业。

状态 4277：虚拟机路径包含不支持的字符
虚拟机路径包含 NetBackup 不支持的字符。
将虚拟机和/或文件夹路径重命名为仅包含受支持字符的路径。

状态 4278：无法检索虚拟机信息
NetBackup 无法检索虚拟机的信息。
请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和 bpfis 日志，以了解与错误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请更正导
致此故障的根本问题并重新启动作业。

状态 4279：无法检索虚拟机 vCloud 信息
NetBackup 无法检索虚拟机的 vCloud 信息。
请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和 bpfis 日志，以了解与错误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请更正导
致此故障的根本问题并重新启动作业。

状态 4280：虚拟机仅包含独立磁盘和原始设备映射磁盘
虚拟机只包含独立磁盘和原始设备映射磁盘，因此 NetBackup 找不到要保护的数
据。
从备份策略选择中删除虚拟机，或者将虚拟机修改为包括其他磁盘。

状态 4281：虚拟机仅包含独立磁盘
虚拟机只包含独立磁盘，因此 NetBackup 找不到要保护的数据。
从备份策略选择中删除虚拟机，或者将虚拟机修改为包括其他磁盘。

状态 4282：虚拟机仅包含原始设备映射磁盘
虚拟机只包含原始设备映射磁盘，因此 NetBackup 找不到要保护的数据。
从备份策略选择中删除虚拟机，或者将虚拟机修改为包括其他磁盘。

状态 4283：处理磁盘标识符时检测到错误
NetBackup 遇到多个具有相同 UUID 的虚拟机磁盘。
修改虚拟机，使其磁盘的所有 UUID 均不复制任何其他虚拟机的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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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4287：存在虚拟机的 NetBackup 快照且策略选项指定中
止备份
虚拟机上存在一个或多个由 NetBackup 创建的快照，策略中的“现有快照处理”选
项指定中止备份。 由 NetBackup 创建的快照的名称以 NBU_SNAPSHOT 或
NBU_RESTORE 字符串开头。
手动删除 NetBackup 快照或将“现有快照处理”选项更改为“继续备份”。

状态 4288：无法创建 VMware 标记关联
此错误消息指示 NetBackup 无法恢复标记关联。此错误的其中一个已知原因是
vCenter Server 中删除了该标记。活动监视器会显示已恢复虚拟机上未重新创建的
标记名称。

遇到快照错误（状态码 156）
下表介绍与 NetBackup 状态码 156 有关的 VMware 问题。
表 14-5
状态码 156 的原因

状态码 156 的可能原因

说明及推荐操作

NetBackup 无法获取驱动 NetBackup 可能无法获取驱动器的卷 ID。在此情况下，将不会备份任何虚拟机驱动器。备
器的卷 ID。
份失败，NetBackup 状态码为 156。
驱动器可能会关闭。
虚拟机的备份已处于活动 每次只能对一个虚拟机运行一个备份。如果在第一个备份处于活动状态时启动虚拟机的第
状态
二个备份，则第二个作业将失败，状态码为 156。
推荐的操作：请等到第一个作业完成后再运行第二个作业。
无法找到虚拟机名称

NetBackup 无法查找备份策略中列出的虚拟机的主机名或 VM 显示名称。详细状态日志可
能包含以下错误消息：
Critical bpbrm (pid=<pid number>) from client <client name>:
FTL - snapshot creation failed, status 156.)
如果虚拟机没有静态 IP 地址，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通过虚拟机的 VM 显示名称或
UUID 来识别虚拟机。不使用静态 IP 地址的环境包括群集和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网络等。
请注意，可能已将 NetBackup 配置为通过虚拟机的 VM 显示名称来识别虚拟机。在这种情
况下，请确保显示名称是唯一的，且不包含特殊字符。
请参见第 56 页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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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156 的原因

说明及推荐操作

虚拟机已关闭

通过 vCenter Server，NetBackup 可以备份已关闭的虚拟机。必须为 NetBackup 提供用于
访问 vCenter Server 的凭据。
请参见第 40 页的“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如果 NetBackup 使用 ESX Server（而不是 vCenter）的凭据，则可能无法识别已关闭的虚
拟机。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策略使用 VM 主机名或 VM DNS 名称作为“主 VM 标识符”，NetBackup 可能找
不到虚拟机。备份将失败。

■

如果策略使用 VM 显示名称或 VM UUID 作为“主 VM 标识符”，NetBackup 则可以标
识虚拟机。备份将成功。

虚拟机有一个或多个独立 如果具有独立磁盘的虚拟机处于暂停状态，则快照作业将失败。 作业详细信息日志中将出
磁盘且处于暂停状态
现类似下面的消息：
01/12/2015 17:11:37 - Critical bpbrm (pid=10144) from client
<client name>: FTL - VMware error received: Cannot take a
memory snapshot, since the virtual machine is configured with
independent disks.
此问题是由 VMware 限制 (SR#15583458301) 造成的。 以下 VMware 文章中提供了更多
信息：
http://kb.vmware.com/kb/1007532
解决方法是，将虚拟机的状态更改为启动或关闭，然后重新运行备份。

注意：不能使用快照捕获独立磁盘中的数据。 将会备份虚拟机的其余数据。
虚拟机的磁盘处于原始模 将忽略 RDM（不备份），并重新创建任一独立磁盘，但该磁盘是空的。
式 (RDM) 下
请参见第 305 页的“备份 RDM 的配置”。
创建快照的尝试超过
VMware 超时

如果尝试创建虚拟机的快照超出 10 秒的 VMware 超时，快照将失败，并显示 NetBackup
状态 156。如果虚拟机配置了大量的卷，可能会发生该超时。请注意，即使禁用“虚拟机
静默”选项，仍可能会遇到超时问题。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减少虚拟机中卷的数量。

■

在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并为策略选择另一种备份方法（而不是 VMware
快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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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156 的原因

说明及推荐操作

没有为虚拟机分配 vmdk
文件

如果虚拟机没有 vmdk 文件，则快照失败。
没有 vmdk 文件的虚拟机可以出现在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SRM) 环境中。如
果复制虚拟机从未处于活动状态，则它处于被动模式，且可能没有 vmdk 文件。
您可以在策略的“VMware 高级属性”选项卡上启用“忽略无盘 VM”选项。如果启用此
选项：在 SRM 环境中，如果该虚拟机没有 vmdk 文件，NetBackup 就不会备份复制（被
动）虚拟机。
我们提供了有关“忽略无盘 VM”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0 页的““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

vmdk 文件有太多增量文
件

只要发生 VMware 快照，就会为每个 vmdk 创建一个 delta.vmdk 文件。 如果单个 vmdk 文
件存在 32 个或更多此类增量文件，则 NetBackup 对该 VM 的备份可能会失败（状态为
156）。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的作业详细信息包含类似以下内容的消息：
02/06/2015 10:33:17 - Critical bpbrm (pid=15799) from
client fl5vm1_2012: FTL - vSphere_freeze: Unable to proceed with
snapshot creation, too many existing delta files(44).
02/06/2015 10:33:17 - Critical bpbrm (pid=15799) from client
fl5vm1_2012: FTL - VMware_freeze: VIXAPI freeze (VMware snapshot)
failed with 25: SYM_VMC_FAILED_TO_CREATE_SNAPSHOT
02/06/2015 10:33:17 - Critical bpbrm (pid=15799) from client
fl5vm1_2012: FTL - vfm_freeze: method: VMware_v2, type: FIM,
function: VMware_v2_freeze
要备份 VM，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合并 VM 的快照。
在 VMware 界面中，右键单击 VM 并选择“快照”>“合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 VMware 文档。

2

确认 VM 的每个 vmdk 文件现在拥有的增量文件数少于 32 个。
如果快照合并失败，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章以获取更多帮助：
Committing snapshosts in vSphere（在 vSphere 中提交快照）

3

重新运行 NetBackup 备份。

VMware 快照静默操作失 如果 NetBackup 策略可用于虚拟机静默（默认），vSphere 中的 VMware 快照操作将启动
败
虚拟机静默。 如果快照静默失败，则 NetBackup 作业失败，状态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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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失败的根源：NetBackup 还是 VMware？
如果 NetBackup 快照作业失败（状态为 156），则该问题可能源自 VMware 环境，
而非 NetBackup 环境。 您可以先使用 vSphere Client 创建 VM 快照，以将问题隔
离到其中一个环境。 NetBackup 支持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调查快照问题。
标识发生快照错误的环境

1

在 vSphere 界面中，右键单击 VM 并单击“快照”>“创建快照”。

2

如果虚拟机静默已启用 NetBackup 策略（默认设置），则在“创建 VM 快照”
对话框中，单击“静默来宾文件系统”。
在 NetBackup 策略中，“虚拟机静默”选项位于“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
框中。
注意：在“创建 VM 快照”对话框中，确保未选中“创建虚拟机内存快照”选
项。 NetBackup 不使用该选项。

3

启动快照并选中“最新任务”窗格以了解快照状态。
■

如果快照未完成，则 NetBackup 快照问题可能源自 VMware 环境。 请查阅
您的 VMware 文档。

■

如果 VMware 快照成功，则该问题可能与 NetBackup 有关。
有关相关的错误消息，请查阅 NetBackup bpfis 日志。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有关 VMware 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
以下主题汇总了 156 个错误的一些常见原因：
请参见第 238 页的“ 遇到快照错误（状态码 156）”。

NetBackup 和使用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的 VMware
Storage vMotion 之间的冲突
要避免与 vSphere 5.0 或更高版本中的 Storage vMotion 发生冲突，NetBackup 应
通过 vCenter Server（而不是 ESX 主机）进行备份。如果 Storage vMotion 同时迁
移虚拟机的文件，则直接通过 ESX Server 进行备份可能会失败。另外，虚拟机的
快照文件可能会被搁置，或可能会导致其他虚拟机的问题。VMware 已确认此问题.
如果备份失败，则 NetBackup 作业详细信息将包含一条类似以下内容的信息：
Error opening the snapshot disks using given transport mode: Statu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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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迁移虚拟机的文件时备份虚拟机，NetBackup 必须通过 vCenter Server 进行备
份。
在迁移虚拟机的文件时备份虚拟机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机服务
器”下，为 vCenter Server 添加 NetBackup 凭据。
选择 VMware VirtualCenter Server 的服务器类型。

2

删除当前在服务器类型 VMware ESX Server 下定义的凭据，然后将这些凭据
添加为类型 VMware 还原 ESX Server。

3

重新运行备份。

将单个文件还原到具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虚拟
机时，还原失败
在将单个文件还原到具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虚拟机时，请确保防火墙不干涉
还原。如果防火墙停止了还原，请关闭防火墙并重试还原。

备份或还原作业挂起
如果 NetBackup 使用的是 nbd 或 nbdssl 传输模式，它可能已超出连接至 ESX
Server 所允许的最大 VMware NFC 连接数。请注意，NetBackup 对 ESX 或 ESXi
Server 上的每个虚拟磁盘使用一个 NFC 连接。
如果 NetBackup 配置为直接访问 ESX Server（不通过 vCenter 或 VirtualCenter
Server），则所允许的连接数会更小。以下是由 VMware 设置的最多连接数：
表 14-6

适用于 nbd 或 nbdssl 传输的 VMware NFC 连接限制

ESX 版本

对 ESX Server 的访问类型

所允许的最大 NFC 连接数

ESX 4

直接访问 ESX Server

9

ESX 4

通过 vCenter 访问

27

ESXi 4

直接访问 ESX Server

11

ESXi 4

通过 vCenter 访问

23

ESXi 5

直接访问 ESX Server

与 ESXi 主机的所有 NFC 连接缓冲
区的最大总数为 32 MB

ESXi 5

通过 vCenter 访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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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尝试使用其他传输类型（例如 SAN 或 hotadd）。如果其他传输类型不可用，且
NetBackup 直接访问 ESX Server，请将访问类型设置为通过 vCenter（或
VirtualCenter）Server 访问。使用服务器可增加所允许的最大连接数。例如：连接
数为 27 时，如果 ESX 4 Server 位于 vCenter Server 之后，则 NetBackup 可以访
问最多具有 27 个磁盘的虚拟机。
请注意，连接限制是针对每个主机的（即每个 vCenter 或 ESX Server)。
例如，假定存在以下环境：
■

带有三个虚拟机的 ESX 4.0 Server。

■

每个虚拟机有十个虚拟磁盘。

■

虚拟机位于 vCenter 4.0 Server 之后。

如果同时备份三个虚拟机，NetBackup 需要 30 个 NFC 连接。由于每个 vCenter
Server 的 NFC 连接数限制为 27，三个备份作业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挂起。
在 VMware Virtual Disk API Programming Guide（《VMware 虚拟磁盘 API 编程指
南》）中对这些限制进行了介绍：
VMware Virtual Disk API Programming Guide（《VMware 虚拟磁盘 API 编程指
南》）
另请参见 VMware vSphere 5 Documentation Center（VMware vSphere 5 文档中
心）中的下面一节：
Virtual Disk Transport Methods（虚拟磁盘传输方法）

Windows 2008 或更高版本上应用程序静默的 VMware
SCSI 要求
有关在 Windows 2008 或更高版本 VM 上静默应用程序的快照，VMware 施加以下
磁盘要求：
■

VM 磁盘必须是 SCSI 而非 IDE。

■

VM SCSI 控制器中的 SCSI 磁盘数不得超过控制器中插槽总数的一半。 由于控
制器总共有 15 个插槽，因此控制器中的磁盘数不得超过 7 个。
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NetBackup VMware 策略将启用“虚拟机静默”选项，
备份可能会失败并显示状态码 156。
有关此 VMware 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Mware vSphere 6.0 Documentation
Center（VMware vSphere 5.1 文档中心）中的以下文章：
Windows 备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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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的 Windows 虚拟机上缺失装入点
Windows 虚拟机未能将其装入点配置写入磁盘（装入点配置仍在 RAM 中）。在这
种情况下，装入点信息将无法备份。还原虚拟机时会还原装入卷的数据，但是还原
的虚拟机中不包含装入点。
请在还原的虚拟机上重新分配装入点。要确保已正确配置装入点，请重新启动虚拟
机。

从 Linux 虚拟机还原文件时装入点不可用
对于 Linux 虚拟机上的单个文件还原，仅支持 ext2、ext3 和 ext4 文件系统。如果
分区使用其他某个文件系统格式化，备份将成功，但是 NetBackup 无法映射文件的
文件系统地址。结果，NetBackup 将无法还原来自该分区的各个文件。只能单独还
原位于 ext2、ext3 或 ext4 分区上的文件。
另请注意：要从原始装入点还原各个文件，/（根）分区的格式必须与 ext2、ext3
或 ext4 相同。 如果 /（根）分区使用其他文件系统（如 ReiserFS）格式化，则装
入点将无法解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 /dev 级别（如 /dev/sda1）还原 ext2、
ext3 或 ext4 文件。不能从文件的原始装入点级别还原文件。

删除 Consolidate Helper 快照
如果 DataStore 空间用完，或者试图删除快照时，则 VMware 会创建名为
Consolidate Helper 的快照。在下次备份之前应该手动删除此快照。否则，更改文
件可能在 DataStore 上累积。此类文件的累积可能影响虚拟机的备份性能和 I/O 性
能。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关于删除 Consolidate Helper 快照的 VMware 知识库文
章：
http://kb.vmware.com/kb/1003302

使用安装在虚拟机上的 NetBackup BAR 界面还原文
件时出现无效客户端错误
如果通过虚拟机的显示名称或 UUID 对虚拟机进行备份，且其显示名称与主机名不
相同，请注意：如果“备份、存档和还原 (BAR)”界面安装在虚拟机本身上，则无
法通过该界面还原单个文件。如果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安装了 BAR，则可以
还原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在要还原到的虚拟机上安装 BAR。
要还原文件，BAR 界面中的“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端”字段中必须具有有效的主机
名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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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虚拟机在还原后不会重新启动
虚拟机已配置如下：
■

备份时，虚拟机已具有 SATA 和 SCSI 磁盘组合或 SATA、SCSI 和 IDE 磁盘组
合。

■

来宾操作系统位于某一 SCSI 磁盘中。

在还原后，虚拟机可能尝试从 SATA 或 IDE 磁盘引导。 引导尝试将失败，同时显
示消息“未找到操作系统”。
VMware 已识别此问题，并会在以后的版本中解决该问题。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请将虚拟机上的 BIOS 重新配置为从正确的 SCSI 磁盘进行引
导。

由于 VMware 服务器上的更新任务所致的 NetBackup
作业失败
VMware 服务器上的某些虚拟机更新任务可能会导致 NetBackup 作业失败。例如，
当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同时还原多个 VM 时，还原可能会失败。如果失败的还原
作业创建了 VM，则会删除该 VM。
在备份或还原主机上，bpVMutil 日志可能包含类似以下内容的消息：
Detail: <ManagedObjectNotFoundFault xmlns="urn:vim25"
xsi:type="ManagedObjectNotFound"><obj type="VirtualMachine">
vm-14355</obj>
</ManagedObjectNotFoundFault>

解决方法是，针对失败的操作重新运行作业。
注意：如果可能，在备份或还原操作期间避免 VMware 维护活动。

vSphere 界面报告需要对虚拟机进行合并
NetBackup 会在开始虚拟机备份时请求 vSphere 中虚拟机的 VMware 快照。 如果
虚拟机静默已启用 NetBackup 策略（默认设置），则 VMware 快照操作会启动虚
拟机静默。 如果快照静默失败，则 NetBackup 作业将失败（状态为 156）并且
VMware 快照增量文件可能会遗留在 vSphere 中。 注意：由于快照增量文件遗留，
虚拟机的 vSphere 状态可能会以警告形式提示需要对虚拟机进行合并。
VMware 已确认快照静默失败后出现的增量文件遗留问题。 VMware 已在某些 ESXi
版本中修复了此问题。 有关此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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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快照操作失败后未提交增量磁盘文件（重做日志）(2045116)
有关增量文件遗留的解决方法，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章：
在快照管理器中没有快照条目时提交快照 (1002310)

如果卷磁盘集包含磁盘类型组合，则“启用从 VM 备
份恢复文件”选项将不起作用
如果 VM 是在逻辑卷（LVM 或 LDM）中配置的：如果卷磁盘集包含磁盘类型组合，
则单个文件恢复将不起作用：
■

某些逻辑卷磁盘为常规虚拟磁盘（常规 VMDK）。

■

同一卷中的另外一些磁盘为独立磁盘或处于原始设备映射模式 (RDM) 的物理磁
盘。

备份作业将成功，但无法从驻留在磁盘集（LVM 或 LDM）上的文件系统中单独还
原文件。 若要能够单独还原文件，请将 VM 的逻辑卷重新配置为仅驻留在常规虚拟
磁盘 (vmdk) 上。 请注意，VMware 不创建独立磁盘或 RDM 磁盘的备份。

Linux VM 和持久性设备命名
对于没有使用持久性设备命名的 Linux VM，多个磁盘控制器（如 IDE、SCSI 和
SATA）可能会使单个文件的恢复变得复杂。出现该问题是因为非持久性设备命名
（如 /dev/sda 和 /dev/sdb）可能会导致装入点在重新启动后发生意外更改。如果
VM 具有 SCSI 磁盘和 SATA 磁盘，则 VM 文件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可能
会显示错误的装入点。 例如，当浏览以还原最初位于 /vol_a 下的文件时，它们可
能显示在 /vol_b 下。还原成功，但还原后的文件可能不在其原始目录中。
解决方法是，在还原后的 VM 上搜索文件并将其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为了防止在包含多个磁盘控制器的 Linux VM 上发生此问题，Veritas 建议使用持久
性设备命名方法装入文件系统。 使用持久性命名即可使设备装入保持一致，从以后
的备份中还原文件时将不会发生此问题。
对于持久性设备命名，可通过 UUID 装入设备。以下是包含使用 UUID 装入的设备
的 /etc/fstab 文件的示例：
UUID=93a21fe4-4c55-4e5a-8124-1e2e1460fece /boot
2
UUID=55a24fe3-4c55-4e6a-8124-1e2e1460fadf /vola
0

要查找设备 UUID，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ext4

defaults

1

ext3

default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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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id
ls -l /dev/disk/by-uuid/

注意：NetBackup 还支持在持久性设备命名中使用 by-LABEL 方法。

对于具有 Windows 动态磁盘的 VMware 虚拟机，使
用 Windows 还原主机和 hotadd 传输模式从增量式备
份进行的还原失败
在以下情况下，通过 hotadd 传输模式还原 Windows 虚拟机可能会失败：
■

对具有动态磁盘组的 Windows 虚拟机执行备份。

■

备份后，其他动态磁盘将添加到虚拟机的磁盘组。

■

添加动态磁盘后，将对虚拟机执行增量备份。

■

Windows 还原主机与 hotadd 传输模式一起使用，以从增量备份还原虚拟机。

当 Windows 还原主机尝试装入首次备份后添加的动态磁盘时，还原失败。 根据还
原的数据，Windows 可能会将动态磁盘检测为 Invalid 或 Foreign。 无法进一步
成功将数据写入 Invalid 或 Foreign 磁盘，且还原失败。
还原将失败，状态为 1，并返回消息“请求的操作部分成功”。 VxMS 提供程序日
志中可能出现如下类似消息：
14:10:18.0854 : vdWrite:../VixInterface.cpp:760 <ERROR> : Error
24488361628532739 in write with vdhandle 48870608 startsector
128 numsectors 1 14:10:18.0854 : write:VixFile.h:333 <ERROR>
: Returned error 3, offset 0x0000000000010000, length
0x0000000000000200
14:10:18.0854 : write:VixFile.h:334
<ERROR> : Returning: 11
14:10:18.0854 : vixMapWrite:../VixCoordinator.cpp:1259 <ERROR>
: Returning: 11
14:10:18.0854 : vix_map_write:../libvix.cpp:1826 <ERROR>
: Returning: 11

启用之后，VxMS 日志将写入以下目录：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xms

对于 Linux：
/usr/openv/netbackup/logs/vx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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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要成功从将来的增量式备份中还原，请使用策略中的“使用加速器”选项
运行备份。
尝试以下任一解决方法，从当前的增量式备份中还原：
■

使用 Linux 还原主机（非 Windows）。

■

使用其他传输模式，如 NBD、NBDSSL 或 SAN（非 hotadd）。

■

装入要还原的动态磁盘（首次备份之后添加的磁盘）后，手动将该磁盘设置为
脱机。 磁盘处于脱机状态后，NetBackup 可以在其中写入数据并成功完成还原。
有关此解决方法的帮助，请参见技术说明的其余部分。

确定何时装入要还原的动态磁盘
◆

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实用程序（“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
理”>“磁盘管理”），或者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 diskpart，然后输入 list
disk 选项。
当 Windows 尝试装入磁盘时，会将磁盘标记为 Invalid 或 Foreign。

使用 diskpart 让动态磁盘脱机

1

在 Windows 还原主机上，以管理员模式运行 diskpart。

2

输入 list disk 列出所有磁盘，然后找到 Invalid 或 Foreign 磁盘。

3

输入 select disk disk ###，以选择 Invalid 或 Foreign 磁盘。

4

输入 offline disk 让磁盘脱机。
会话示例：
DISKPART> list disk
Disk ###
-------Disk 0
Disk 1
Disk 2
Disk 3

Status
------------Online
Online
Invalid
Offline

Size
------100 GB
256 GB
40 MB
40 MB

Free
------1024 KB
56 GB
40 MB
40 MB

Dyn
---

Gpt
---

*

*
*

DISKPART> select disk 2
Disk 2 is now the selected disk.
DISKPART> offline disk
DiskPart successfully taken offline the selected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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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多个 hotadd 备份（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
机）失败，状态码为 130
在同时从同一 VMware 备份主机进行多个备份的过程中，某些备份可能会失败，并
显示状态码 13“文件读取失败”。 多个磁盘的 hotadd 备份所需的时间可能已超过
客户端读取超时允许的时间（默认值为 300 秒）。 VMware VDDK 中的锁定超时可
能会导致延迟。
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中，详细状态日志可能包括如下类似消息：
12/05/2014
12/05/2014
errno = 62
12/05/2014

06:43:53 - begin writing
06:48:53 - Error bpbrm (pid=2605) socket read failed:
- Timer expired
06:48:55 - Error bptm (pid=2654) media manager terminated

by parent process
/NetBackup/logs/vxms 日志可能包含类似如下 VDDK 消息的重复实例：
12/08/2014 05:11:35 : g_vixInterfaceLogger:libvix.cpp:1844 <DEBUG>
:
[VFM_ESINFO] 2014-12-08T05:11:35.146-06:00 [7F1B1163F700 info Libs']
FILE: FileLockWaitForPossession timeout on
'/var/log/vmware/hotAddLock.
dat.lck/M34709.lck' due to a local process '15882-26732358(bpbkarv)'

要防止出现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减少同时运行的 hotadd 备份数。

■

根据需要增大介质服务器上的客户端读取超时（15 分钟或更长时间）：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 双击
主服务器 >“超时”>“客户端读取超时”。

故障排除 VMware 标记使用情况
标记关联作为 VMware 备份进程的一部分进行备份和还原。对标记关联进行最大努
力的备份和还原。活动监视器中将显示虚拟机快照作业的所有标记收集错误。
由于对标记关联进行最大努力的备份和还原，因此可能接收到异常行为。请注意下
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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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备份期间未捕获到标记关联，仍然接收到 NetBackup 状态码 0。由于对标
记进行最大努力的备份，因此不会将此错误视为失败而终止备份。活动监视器
中将显示虚拟机快照作业在备份期间发生的所有标记收集错误。

■

即使未还原标记关联，还原过程仍然接收到 NetBackup 状态码 0。活动监视器
中将显示虚拟机快照作业在备份期间发生的所有标记收集错误。

■

在下列情况中，还原过程会接收到 NetBackup 状态码 1：
■

目标 vCenter Server 上不存在标记。请注意，NetBackup 按标记标识符而非
标记名称将标记关联还原到虚拟机。

■

虚拟机已还原到 vCenter Server 6.0 之前的版本。

■

其他 VMware 故障。

我们提供了有关常见 NetBackup 状态码和可能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30 页的“与 VMware 相关的 NetBackup 状态码”。

在不支持的 VMware 版本中的查询行为
表 14-7

在不支持的 VMware 版本中标记字段关键字的 NetBackup 查询
行为

VMware 版本

行为

5.1 之前的 vCenter

按未设置标记的方式评估虚拟 N/A
机。

vCenter 5.1 和 5.5

虚拟机选择标记为“已失
败”。

其他信息

如果需要有标记信息才能确定
虚拟机选择，则虚拟机标记为
“已失败”，NetBackup 状态
码为 4266。

ESX Server

虚拟机选择标记为“已失
败”。

如果需要有标记信息才能确定
虚拟机选择，则虚拟机标记为
“已失败”，NetBackup 状态
码为 4265。

查询生成器中未显示的可能标记值的列表
如果在“策略查询生成器”中选择“标记字段”时可能值的列表未返回任何结果，
则此问题可能有几种原因。
■

请确认您的 vCenter Server 版本是 6.0 或更高版本。
NetBackup 对标记的支持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6.0 开始。
请参见第 36 页的“在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中使用标记的说明和限制”。

■

请确认存在使用 vSphere Web Client 定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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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认所有标记和类别都具有描述。
如果标记之一没有描述，则尝试在 VMware 智能策略中浏览标记时，将不显示
标记。
Veritas 已确认此问题已在 vCenter Server 6.0 Update 1 中解决。
VMware 知识库文章：http://kb.vmware.com/kb/2124204

■

请确认发现主机的系统时间与 vCenter Server 同步。
VMware 知识库文章：http://kb.vmware.com/kb/2125193

发现作业中的超时问题
在大型 VMware 环境中，可能会在发现作业或测试查询期间遇到超时问题。 查看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了解以下消息：
09/21/2015 10:23:05 - Error nbpem (pid=13064) VMware vCloud Suite
SDK API Failed, msg = [This method requires authentication.], display
name = [display_name], server = [server_name]

此消息指示发现作业超出承载超时。 要成功完成作业，必须延长此超时。
在 vCenter 上调整该超时

1

打开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2

选择“管理”>“单点登录”>“配置”>“策略”>“令牌策略”。

3

基于默认的 300 秒增加“最大承载令牌生命周期”。 由于每个环境都独一无
二，Veritas 没有为此值提供任何建议。 增加该值，直到问题解决。

确保可以在 vCloud Director 中还原来宾自定义
NetBackup 可以备份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环境并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vCloud Director”。
要确保任何 VM 来宾自定义都可以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中，您必须按如下所示的
方式设置一个 NetBackup 参数：
■

在 Windows 上，您必须设置一个注册表值。
请参见第 252 页的“确保来宾自定义可以在 Windows 上的 vCloud Director 中还
原”。

■

在 UNIX 和 Linux 上，您必须编辑一个 NetBackup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252 页的“确保来宾自定义可以在 Linux 上的 vCloud Director 中还原”。

参数值指定一个以秒为单位的等待期限，以便来宾自定义可以成功还原。 （VMware
API 要求 VMware Tools 已安装且正在运行，但还原后无法识别 VMware Tool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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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因此，我们会等待指定的时间，以便 VMware Tools 在初始还原环境中运
行。）
确保来宾自定义可以在 Windows 上的 vCloud Director 中还原

1

在备份主机的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运行”，并输入 regedit。

2

为了安全起见，请对当前注册表进行备份（“文件”>“导出”）。

3

转到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然后创建名为 BACKUP 的项。

4

在 BACKUP 下创建一个新的 DWORD，并且将其命名为 powerCycleInterval。
输入一个十进制超时值 60。

5

关闭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

确保来宾自定义可以在 Linux 上的 vCloud Director 中还原

1

在 Linux 备份主机上，创建（或打开）下列文件：
/usr/openv/netbackup/virtualization.conf

2

在名为 [BACKUP] 的文件中创建一行，然后在一个单独的行上创建一个值为 60
的 powerCycleInterval dword 参数（如下所示）：
例如：
[BACKUP]
"powerCycleInterval"=dword:60

请注意：如果此文件已经包含 [BACKUP] 行，则不要添加其他 [BACKUP] 行。
[BACKUP] 下已经存在的任何其他行应保持不变。

3

保存文件，然后在文本编辑器中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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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备份和还原虚拟机的
NetBackup 命令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 NetBackup 命令创建 VMware 策略

■

使用 nbdiscover 命令搜索虚拟环境

■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将虚拟机还原到 vSphere

■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通过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还原虚拟机磁盘

■

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

nbrestorevm 命令的故障排除日志

■

用于搜索虚拟机备份的查询格式和示例

■

允许其他服务器或客户端还原虚拟机

使用 NetBackup 命令创建 VMware 策略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Backup 命令创建策略以备份虚拟机。
用于策略创建的 NetBackup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对于 UNIX 或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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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运行这些命令。
使用 NetBackup 命令创建 VMware 策略

1

创建空白策略。
bppolicynew policyName -M masterServer

例如：
bppolicynew pol1 -M nbserver.acme.com

2

配置 VMware 策略类型，并设置 VMware 快照选项。
此步骤要求分两个阶段运行 bpplinfo 命令的初始化形式。
第一个
阶段：

bpplinfo policyName -set -pt VMware
bpplinfo 第一个阶段示例：
bpplinfo pol1 -set -active -pt VMware -residence stu1

第二个
阶段：

bpplinfo policyName -modify -use_virtual_machine 1
-alt_client_name VMware_backup_host -snapshot_method
"VMware_v2" -snapshot_method_args
keyword=value,keyword=value,...
-alt_client_name 指定 VMware 备份主机（NetBackup 访问主机）。可以在
此选项中指定特定的备份主机，或指定 MEDIA_SERVER（介质服务器充当
备份主机）。
指定 -use_virtual_machine、-alt_client_name、
-snapshot_method "VMware_v2" 和 -snapshot_method_args 时必
须设置所有参数。（否则，快照作业将失败。）

注意：-snapshot_method_args 是定义 VMware 快照和策略的关键字的
逗号分隔列表。这些关键字将在单独的主题中进行介绍：
请参见第 257 页的“VMware 策略：bpplinfo 选项和关键字”。
bpplinfo 第二个阶段示例（针对 vCloud Director 的策略）：
bpplinfo pol1 -modify -use_virtual_machine 1
-alt_client_name
backuphost1.acme.com -application_discovery 1
-snapshot_method
"VMware_v2" -snapshot_method_args
"file_system_optimization=1,
snapact=2,drive_selection=0,Virtual_machine_backup=2,
enable_vCloud=1,multi_org=0,disable_quiesce=0,nameuse=0,
exclude_swap=1,skipnodisk=0,post_events=1,ignore_irvm=0,
rLim=10,rTO=0,rHz=10,trantype=san:hotadd:nbd:nbd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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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备份 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bpplinfo 命令必须包括：
■

-application_discovery 1

■

snapshotMethodArgs 列表必须包括 enable_vCloud=1。

另外，必须为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指定 NetBackup 凭据。

3

创建策略的日程表。
bpplsched policyName -add scheduleLabel -st scheduleType

例如：
bpplsched pol1 -add Full -st FULL

4

修改日程表属性。
bpplschedrep policyNamescheduleLabel -(0..6) startduration

例如：
bpplschedrep pol1 Full -0 0 604800

5

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
此步骤需要两个命令： bpplclients 和 bpplinclude。
bpplclients policyName -add VM_to_back_uphardware operating_System
bpplinclude policyName -add ALL_LOCAL_DRIVES |
filter_to_select_VMs
■

例如，通过手动选择来备份虚拟机：
bpplclients pol1 -add prvm1.acme.com Windows-x64 Windows2008
bpplinclude example -add ALL_LOCAL_DRIVES

在本示例中，prvm1.acme.com 是要备份的虚拟机，包括其所有本地驱动器
(-add ALL_LOCAL_DRIVES)。ALL_LOCAL_DRIVES 是唯一适用于 VMware 策
略类型的文件列表选项。
■

例如，通过查询规则自动选择虚拟机：
bpplclients pol1 -add MEDIA_SERVER VMware VMware
bpplinclude pol1 -add "vmware:/?filter= Displayname Contains
'prvm'"

MEDIA_SERVER 允许 NetBackup 使用介质服务器发现和选择虚拟机。此
外，您可以使用 -add 指定特定的发现主机。
在 bpplinclude 示例中，查询规则 "vmware:/?filter= Displayname
Contains 'prvm'" 将选择显示名称中包含 prvm 的虚拟机。（其他字符也
可能出现在显示名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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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备份 vCloud Director 中的虚拟机，策略必须在 bpplinclude 命令中使
用查询规则来自动选择虚拟机。对于 vCloud，请勿在 bpplclients 命令中指定
虚拟机。
bpplinclude 具有修改现有策略中的查询规则的选项。
请参见第 259 页的“用于修改 VMware 策略中查询规则的 bpplinclude 选项”。
在运行备份之前测试 bpplinclude 查询规则 (vmware:/?filter)
◆

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discover -noxmloutput -policy
policyName -noreason

对于 UNIX、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nbdiscover -noxmloutput -policy
policyName -noreason

在查询规则选择进行备份的虚拟机前会显示一个 + 号： 当策略运行时，这些虚
拟机将包括在备份中。
从备份中排除的虚拟机会显示一个 - 号。
-noreason 选项将忽略对虚拟机为何被查询排除或为何查询失败所做的任何解
释。要查看解释，请勿包含 -noreason。
有关大多数命令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手册页或《NetBackup 命令参考
指南》。

为 vCloud Director 创建 VMware 策略的注意事项
为 vCloud Director 创建策略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为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指定 NetBackup 凭据。

■

bpplinfo 命令必须包括以下选项和值，才能使策略自动选择虚拟机：
-application_discovery 1

■

在 bpplinfo 命令中，snapshotMethodArgs 列表必须包含以下属性：
enable_vCloud=1。

■

策略必须在 bpplinclude 命令中使用查询规则以自动选择虚拟机。

有关完整的步骤（包括这些要点），请使用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253 页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创建 VMware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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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策略：bpplinfo 选项和关键字
表 A-1 介绍了 bpplinfo 命令上可用的选项。如果未指定，这些选项将设置为默认
值。
表 A-1

bpplinfo 选项

选项

值

策略 GUI 中的关键字标签

-ignore_client_direct

0 表示启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1 表示禁用客户端重
复数据删除

“属性”选项卡 > “禁用客户端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客户端”选项卡 >“通过

-application_discovery

重复数据删除”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
-discovery_lifetime

秒

“客户端”选项卡 >“将 VM 选择
查询结果重复使用”

-ASC_apps_attr

exchange、mssql、sharepoint

对数据库数据启用文件级恢复。

truncatelogs=0 表示禁用，truncatelogs=1 表示启用（仅 VMware 选项卡 > “应用程序保
限 Exchange 或 SQL Server）
护”：“启用 Exchange 恢复”、
启用 Exchange 文件恢复：
-ASC_apps_attr exchange:

“启用 SQL Server 恢复”或“启
用 SharePoint 恢复”

启用 Exchange、SQL 和 SharePoint 文件恢复：
-ASC_apps_attr exchange:,mssql:,sharepoint:
使用截断日志启用 exchange 恢复：
-ASC_apps_attr exchange:;truncatelogs=1
使用截断日志启用 mssql，而无需使用截断日志启用
exchange：
-ASC_apps_attr exchange:,mssql:;truncatelogs=1
使用截断日志启用 exchange，而无需使用截断日志启
用 mssql（请注意结尾冒号）：
-ASC_apps_attr exchange:;truncatelogs=1,mssql:
使用截断日志启用 exchange 和 mssql：
-ASC_apps_attr
exchange:;truncatelogs=1,mssql:;truncatelogs=1
-snapshot_method_args keyword=value,keyword=value, ...
请参见第 258 页的表 A-2。

表 A-2 描述了 -snapshot_method_args 中必须包含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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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_method_args 的关键字和值

表 A-2
关键字

值

策略 GUI 中关键字的名称

file_system_optimization=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VMware 选项卡 > 排除已删除的块

snapact=

0 表示继续备份，1 表示如果存在任何快 VMware 选项卡 > 现有快照处理
照则中止，2 表示删除 NetBackup 快照并
继续备份，3 表示如果存在 NetBackup 快
照则中止

drive_selection=

0 表示包括所有磁盘，1 表示排除引导磁
盘，2 表示排除数据磁盘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虚拟磁盘选择

Virtual_machine_backup=

1 表示禁用，2 表示启用

VMware 选项卡 >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
件

enable_vCloud=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客户端”选项卡 > 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仅可用于客户端自动选择）

multi_org=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每个策略有多个
组织

disable_quiesce=

0 表示启用虚拟机静默，1 表示禁用虚拟
机静默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虚拟机静默

nameuse=

0 表示 VM 主机名，1 表示 VM 显示名称， VMware 选项卡 > 主 VM 标识符
2 表示 VM BIOS UUID，3 表示 VM DNS
名称，4 表示 VM 实例 UUID

exclude_swap=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VMware 选项卡 > 排除交换和分页文件

skipnodisk=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忽略无盘 VM

post_events=

0 表示没有事件，1 表示所有事件，2 表
示错误事件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将事件发布到
vCenter

ignore_irvm=

0 表示禁用，1 表示启用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忽略即时恢复
VM

rLim=

0 - 100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快照重试

rTO=

0 - 1440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快照超时 (分钟)

rHz=

0 - 3600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快照创建间隔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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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值

策略 GUI 中关键字的名称

trantype=

san、hotadd、nbd 或 nbdssl

VMware 选项卡 > 传输模式

如果超过一个，则用冒号分隔。模式顺序
指示优先级。示例：
trantype=nbd:hotadd
此示例选择这两种模式并且首先尝试
nbd。
VMware 服务器名称。使用冒号来分隔名 VMware 选项卡 > 高级 > VMware 服务器
称。例如：
列表

serverlist=

serverlist=vc1.acme.com:vc2.acme.com
要指定无服务器列表，请输入
serverlist=

用于修改 VMware 策略中查询规则的 bpplinclude 选项
bpplinclude 命令具有用于修改现有策略中查询规则的 bpplinclude 选项。
用于修改查询规则的 bpplinclude 选项

表 A-3
选项

描述

-addtoquery query_string ...

将指定的查询字符串添加到策略查询规则的末尾，或者如果不存在任何查询，则创建
一个查询。
引号 (") 必须进行转义 (\)。
示例：
在 policy1 的查询规则中，将 vm17 添加到值列表中：
bpplinclude policy1 -addtoquery ,\"vm17\"
在没有查询的策略中创建查询：
bpplinclude policy1 -addtoquery vmware:/?filter=Displayname
AnyOf \"grayfox7\",\"grayfox9\"

注意：使用反斜杠 (\) 对每个引号 (") 进行了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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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addtoquery -f file_name

从指定文件中将条目添加到查询规则，或者创建查询（如果不存在任何查询）。
在该文件中，引号 (") 无需转义。
示例：
在没有查询的策略中创建查询：
bpplinclude policy1 -addtoquery -f qfile1
其中 qfile1 的内容为：
vmware:/?filter=vCenter Contains "ROS" AND ESXserver Equal
"VM_test1" AND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注意：未将值 ROS 和 VM_test1 转义。
注意：可以将条目置于文件的多行中。所有条目均已添加到查询的结尾处（如果查
询已存在）。
-deletefromquery query_string
...

从策略查询规则中删除指定的查询字符串。
示例：
在 policy1 的查询规则中，从值列表删除 vm27：
bpplinclude policy1 -deletefromquery \"vm27\"
此示例还将删除 vm27 前面的逗号（如果查询规则中存在这样的逗号）。

注意：如果满足以下条件，-deletefromquery 选项将删除逗号：query_string 中的短
语不以逗号开头或结尾，而已删除字符串前面的字符为逗号。
从策略中删除整个查询：
bpplinclude policy1 -deletefromquery vmware:/?filter=Displayname
AnyOf "grayfox7","grayfox9"
-deletefromquery -f file_name

从查询规则中删除文件条目。
示例：
从策略中删除查询：
bpplinclude policy1 -deletefromquery -f qfile1
其中 qfile1 的内容为：
vmware:/?filter=vCenter Contains "ROS" AND ESXserver Equal
"VM_test1" AND Powerstate Equal poweredOn

注意：未将值 ROS 和 VM_test1 转义。
注意：包含通配符的路径必须用引号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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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bdiscover 命令搜索虚拟环境
要搜索 VM，请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nbdiscover。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nbdiscover -noxmloutput "query"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discover.exe -noxmloutput "query"

其中，-noxmloutput 每行显示一个 VM。query 指定基于过滤器的搜索规则或浏览
操作。
请参见第 273 页的“用于搜索虚拟机备份的查询格式和示例”。
例如：搜索显示名称中包含 prod1 的虚拟机的备份：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VMDisplayName Contains 'prod1'"

有关这些命令选项的更多描述，请参见命令的手册页或《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
南》。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将虚拟机还原到 vSphere
要还原 VM，请在主服务器或恢复主机上运行 nbrestorevm 命令。该命令位于以下
目录中：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nbrestorevm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restorevm.exe

这些示例中使用了以下 nbrestorevm 选项：
■

–vmw

它们是所有 VMware 虚拟机还原所必需的。
■

–C virtual_machine_to_restore

VM 名称必须与在备份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中选择的名称类型匹配。例
如，如果按 VM 显示名称备份虚拟机，请在 -C 选项上指定显示名称。
■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还原到不同的位置。重命名文件中的必需条目视还原目标而定。请参见此主题
中的各个示例。重命名文件中有更多说明。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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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重写 VM 以及相关资源（如果已经存在）。
■

–S master_server

指定执行备份的主服务器（如果不同于当前主服务器）。
■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指定不同的 vCenter 服务器作为还原目标。
■

–vmproxy VMware_recovery_host

指定不同的 VMware 恢复主机（重写此前备份 VM 的默认备份主机）。
注意：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可以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将一个虚拟机备份映像
复制到另一个 NetBackup 域。要从复制的映像还原虚拟机，您必须包括 -vmproxy
选项。使用 -vmproxy 指定位于虚拟机复制到的域中的备份主机（访问主机）。

■

-vmkeephv

在恢复时保留硬件版本。
■

-vmid

保留原始虚拟机的 BIOS UUID。
■

-vmInstanceId

保留原始虚拟机的实例 UUID（注意，实例 UUID 是虚拟机的 vCenter 特定唯一
标识符）。
■

-vmsn

从还原的 VM 删除网络。
■

-vmvmxd

将 .vmdk 文件还原到 vmx Datastore（配置 Datastore）。
■

-vmpo

还原后启动 VM。
以下是适用于各种还原目标和选项的 nbrestorevm 示例。

A：还原到原始位置并重写 VM。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O

B：还原到原始位置，重写 VM，并保留 BIOS UUID。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O -vmid

C：还原到原始位置，重写 VM，并保留实例 UUID。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O -vm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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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还原到原始位置，重写 VM，并删除网络。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O –vmsn

E：从不同主服务器执行的 VM 备份还原到原始位置，并重写
VM。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S master_server –O

F：还原到原始 vCenter 和 ESX，但还原到也含有 VM 配置文
件的不同 DataStore。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mvmxd

对于 -R 重命名文件，使用以下条目创建文本文件：
change datastore to new_vmx_datastore

其中 new_vmx_datastore 为已还原 VM 指定到 vmx Datastore（配置 Datastore）
的路径。还原后，此 Datastore 包含已还原 VM 的 .vmdk 文件。
注意：在重命名文件中，变更行必须以回车符结尾。

G：还原到不同的 vCenter Server。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对于 -R 重命名文件，创建含有以下条目的文本文件。使用此列表中已还原 VM 和
其他 vSphere 对象的实际名称替代斜体值：
change vmname to new_display_name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_host
change datacenter to /new_datacenter
change folder to /new_datacenter/new_folder
change resourcepool to new_datacenter/host/new_ESX_host/resources
/new_resource_pool
change datastore to new_vmx_datastore
change /original_vmdk_path to /new_vmdk_path

注意：在重命名文件中，每个变更行必须以回车符结尾。
此列表中的最后变更条目 (change /original_vmdk_path to /new_vmdk_path) 指定
以下内容：.vmdk 文件的原始路径和已还原 VM 的 .vmdk 文件的新路径。还原到不
同的 Datastore 时，需要此变更条目（除非您使用 nbrestorevm –vmvmxd 选项）。
根据您的 VMware 环境，此变更条目可能采用以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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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riginal_datastore/original_VM_folder/original_vmdk.vmdk to
/new_datastore/new_VM_folder/new_vmdk.vmdk

注意：如果变更 vmdk 指令为 VM 的某些 vmdk 文件指定不同的路径，则其他 vmdk
文件将还原到它们的原始 Datastore。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H：还原到拥有多个网络的不同 vCenter Server。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使用为示例 G 列出的变更条目创建重命名文件。 添加以下变更条目：
change network to new_network, new_network(n)

注意：在重命名文件中，每个变更行必须以回车符结尾。

I：通过不同的恢复主机还原到相同 vCenter Server 下的不同
ESX Server。 恢复后启动 VM。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mproxy VMware_recovery_host –vmpo

–vmpo 选项会启动已还原的 VM。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_host

要将 .vmdk 文件还原到不同的 Datastore，请将以下条目添加到重命名文件中：
change /original_vmdk_path to /new_vmdk_path

注意：在重命名文件中，每个变更行都必须以回车符结尾，即使文件仅包含一行。

注意：重命名文件可能需要其他变更条目，具体取决于您的 vSphere 环境。请参见
示例 G 下面可用的条目。

注意：将恢复主机配置为主服务器上的 VMware 访问主机。主服务器和备份主机或
恢复主机（客户端）之间的通信应当在还原之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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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还原到不同的位置，还原到独立的 ESX Server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_host
datacenter to None
folder to None
resourcepool to /ha_datacenter//host/new_ESX_host/resources
datastore to new_datastore
/original_vmdk_path to /new_vmdk_path
network to new_network

注意： 如果还原到独立的 ESX Server，资源池条目必须包含资源池路径中的原义
字符串 ha-datacenter。

注意： 重命名文件可能需要其他变更条目，具体取决于您的 vSphere 环境。请参
见示例 G 下面可用的条目。

K：还原到 vSphere 群集中的不同位置，同时保留 VM 硬件版
本
nbrestorevm –vmw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mkeephv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resourcepool to
/new_datacenter/host/cluster/resources/new_resource_pool

注意：重命名文件可能需要其他变更条目，具体取决于您的 vSphere 环境。请参见
示例 G 下面可用的条目。
有关 nbrestorevm 选项的更多描述，请参见命令的手册页或《NetBackup 命令参考
指南》。
以下主题提供了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73 页的“nbrestorevm 命令的故障排除日志”。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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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将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Director
要搜索虚拟机的虚拟环境，请使用 nbdiscover 命令。
请参见第 261 页的“使用 nbdiscover 命令搜索虚拟环境”。
要还原虚拟机，请在主服务器或备份主机上运行 nbrestorevm：nbrestorevm 命令
位于以下目录中：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nbrestorevm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restorevm.exe

这些示例使用以下命令选项：
■

–vmw

它们是所有 VMware 虚拟机还原所必需的。
■

-vcd

要求将所有虚拟机还原到 vCloud。
■

–C virtual_machine_to_restore

VM 名称必须与在备份策略的“主 VM 标识符”选项中选择的名称类型匹配。例
如，如果按 VM 显示名称备份虚拟机，请在 -C 选项上指定显示名称。
■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还原到不同的位置。重命名文件中需要的条目取决于还原的目标。请参见此主
题中的各个示例。重命名文件中有更多说明：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

-vcdovw

重写现有的 vApp。
■

-vcdrte

还原到现有的 vApp。（如果设置此选项，但是 vApp 不存在，还原会失败。）
■

-vcdtemplate

将 vApp 还原为模板。
■

-vcdlfree

还原到具有最大可用空间的 DataStore。
■

-vcdremv

捕获到模板后删除 vApp。
■

-v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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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始虚拟机的 BIOS UUID。
■

-vmInstanceId

保留原始虚拟机的实例 UUID（注意，实例 UUID 是虚拟机的 vCenter 特定唯一
标识符）。

A：还原到 vCloud 中的原始 vApp，然后重写 VM。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vcdrte -O -vmInstanceId

-O 选项会重写 VM。

B：还原到 vCloud 中的原始 vApp，重写 VM，并保留 BIOS
UUID。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vcdrte -O -vmid

-O 选项会重写 VM，-vmid 选项将保留原始实例 UUID。

C：还原到 vCloud 中的原始 vApp，重写 VM，并保留实例
UUID。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vcdrte -O -vmInstanceId

-O 选项会重写 VM，-vmInstanceId 选项将保留原始实例 UUID。

D：将原始 vCloud 位置还原到现有 vApp。 删除现有 vApp
并创建一个新的 vApp。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vcdovw

–vcdovw 选项会删除 vApp 及其中的 VM，并创建一个新的 vApp。
注意：对于还原到原始位置，必须使用 –vcdovw 选项或 –O 选项。

E：还原到 vApp 模板中的原始 vCloud 位置。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vcdovw

注意：要将位于 vApp 模板中的 VM 还原到其原始位置，请使用 –vcdovw 选项。如
果使用 –O 选项，还原将失败且状态码为 2820。

F：还原到其他 vCloud vApp，但还原到同一个 vCloud 组织。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cdrte

对于 -R 重命名文件，创建含有以下条目的文本文件。这些条目描述了还原位置。
用实际值替换斜体格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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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vcdvapp to new_vcdvapp
change orgvdc to new_organization_VDC

注意：在重命名文件中，每个变更行必须以回车符结尾。

注意：如果要将还原的 VM 与其他组织 VDC 关联，请使用 change orgvdc 条目指
定组织 VDC。

G：还原到其他 vCloud 组织。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cdrte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organization to new_organization
change orgvdc to new_organization_VDC
change vcdvapp to new_vcdvapp
change resourcepool to /new_datacenter/host/new_ESX_host/resources
/new_resource_pool
change datastore to new_vmx_datastore

注意：要在其他 vCenter 上创建组织，则将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选项包括
到命令中。例如，对于数据中心和 ESX Server，还必须包括其他更改指令。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H：还原到其他 vCloud Director。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cdrte –vmserver vCenter_server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vcdserver to new_vcdserver
change organization to new_organization
change orgvdc to new_organization_VDC
change vcdvapp to new_vcdvapp
change vcdvmname to new_vcdvmname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_host
change datacenter to /new_datacenter
change resourcepool to /new_datacenter/host/new_ESX_host/resources
/new_resource_pool
change datastore to new_vmx_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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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还原到其他 vCloud vApp 并将其捕获，作为目录库中的模
板。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cdtemplate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vcdvapp to new_vcdvapp
change vcdcatalog to new_vcdcatalog

vApp 还原到原始组织和组织 VDC。要将 vApp 与其他组织 VDC 关联，请包括此指
令：
change orgvdc to new_organization_VDC

注意：创建模板后，不能再将其他 VM 添加到此模板。

J：还原到其他 vCloud vApp，将 vApp 作为模板捕获，并删
除 vApp。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cdtemplate –vcdremv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vcdvapp to new_vcdvapp
change vcdcatalog to new_vcdcatalog

-vcdremv 选项会删除非模板 vApp；保留新的 vApp 模板。
注意：创建模板后，不能再将其他 VM 添加到此模板。

K：还原具有多个虚拟机的 vCloud vApp 模板。
首先，将虚拟机还原到非模板 vApp：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vcdrte

对每个 VM 都运行此命令，但不要还原最后一个 VM。
然后，还原最后一个 VM，创建 vApp 模板，并将所有还原的 VM 都复制到该模板
中：
nbrestorevm -vmw -vcd -C VM_to_restore -R absolute_path_to_rename_file
-vcdtemplate -vcdremv -vcdlfree

包含重命名文件中的下列信息：
change vcdvapp to vApp_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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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指令提供了 VM 要还原到的新 vApp 模板的名称。
-vcdremv 选项可删除您将虚拟机最初还原到的非模板 vApp。-vcdlfree 选项可选择
具有最大可用空间的 Datastore。
注意：创建模板后，不能再将其他 VM 添加到此模板。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通过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本指南的“通过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介绍了 VMware 即时恢复。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VMware 的即时恢复”。
请参见第 181 页的“VMware 即时恢复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182 页的“nbrestorevm 命令上的即时恢复选项”。
请参见第 186 页的“使用 VMware 即时恢复还原虚拟机”。

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还原虚拟机磁盘
其他主题中介绍了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磁盘还原”。
请参见第 154 页的“还原 VMware 虚拟机磁盘”。

用于还原虚拟机的 nbrestorevm -R 重命名文件
nbrestorevm 命令上的 -R 选项用于将 VM 还原到不同位置。它可以识别名为重命
名文件的文本文件。此文件通过 change 指令描述还原位置。每个变更指令都可以
提供有关还原时定义 VM 的 VMware 属性或对象的信息。例如：变更指令可以设置
已还原 VM 的显示名称、Datastore 名称和 ESX Server 名称。
注意以下关于 -R 重命名文件的内容：
■

-R 选项必须指定重命名文件的绝对路径。

■

将 VM 还原到原始位置并使用全部原始设置时，无需使用 -R 选项和重命名文
件。

■

-R 重命名文件中的每个变更指令必须以回车符结尾。如果此文件仅包含一个变

更指令，此行必须以回车符结尾。
■

重命名文件中包含的变更指令取决于 VMware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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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nbrestorevm 命令没有自己的验证检查。当
您使用 nbrestorevm -R 选项时，必须包含 VMware 环境要求的所有 change 条
目。否则，还原不会成功，VM 也不会正常工作。
■

变更指令能够以任意顺序放置在此文件中。

■

应当严格按照 表 A-4 中的显示输入变更指令，但结尾的变量除外（例如
new_display_name）。将该变量替换为新名称。

■

如果 vSphere 对象不适用于还原目标，请输入 None 作为其值。例如：如果还原
到独立的 ESX，请输入 change datacenter to None。

■

重命名文件会覆盖 nbrestorevm -vmsn 和 -vmvmxd 选项：
■

如果重命名文件包括 .vmdk 路径变更指令，而且 nbrestorevm 包括 –vmvmxd
选项，–vmvmxd 选项将被忽略。变更指令会确定已还原 VM 的 .vmdk 路径。

■

如果重命名文件包括一个为已还原 VM 指定网络的变更指令，而且
nbrestorevm 包括 –vmsn 选项，–vmsn 将被忽略。

表 A-4

-R 重命名文件变更指令

-R 重命名文件指令

描述和说明

change vmname to new_display_name

设置已还原 VM 的显示名称。如果此条目被忽略，则使用原始显
示名称。

change esxhost to new_ESX_host

指定用作还原目标的 ESX Server。当还原到不同 ESX Server 时
需要此条目。

change datacenter to /new_datacenter 指定还原 VM 时所在的数据中心。如果目标没有数据中心，请输
入 None 作为其值：
change datacenter to None
change folder to
/new_datacenter/new_folder

指定还原 VM 时所在的文件夹。如果目标没有文件夹，请输入
None 作为其值：
change folder to None

change resourcepool to
要还原到不同的 ESX Server，请指定不同的资源池。（原始资源
/new_datacenter/host/new_ESX_host/resources 池不能用于在其他 ESX Server 上创建 VM。）必须通过在重命名
文件中包括以下行来指定资源池：
/new_resource_pool
要还原到独立的 ESX Server，change resourcepool 条目必
须在路径中包含原义字符串 ha-datacenter：
change resourcepool to
/ha_datacenter//host/new_ESX_host/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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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重命名文件指令

描述和说明

change datastore to new_vmx_datastore 指定已还原 VM 的 vmx Datastore（配置 Datastore）。vmx
Datastore 包含描述虚拟机的配置文件。
当您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上的 –vmvmxd 选项时，需要此更改条
目。-vmvmxd 选项允许 vmdk 文件还原到指定了 vmx 文件的同一
DataStore。

注意：请参见此表中的 change /original_vmdk_path to
/new_vmdk_path 指令。
change /original_vmdk_path to
/new_vmdk_path

指定 .vmdk 文件的原始路径以及已还原 VM 的 .vmdk 文件的新路
径。通常，当您还原到不同的 Datastore 时，需要此变更条目。根
据您的 VMware 环境，此变更条目可能采用以下格式：
change /original_datastore/original_VM_folder/original_vmdk.vmdk
to /new_datastore/new_VM_folder/new_vmdk.vmdk

注意：如果您使用 nbrestorevm 上的 -vmvmxd 选项将 .vmdk 文
件还原到 vmx Datastore，则不需要使用此变更指令。通过为 vmdk
文件指定 Datastore，此变更指令会覆盖 -vmvmxd 选项。

注意：如果变更 vmdk 指令为 VM 的某些 vmdk 文件指定不同的
路径，则其他 vmdk 文件将还原到它们的原始 Datastore。
将多个 vmdk 文件还原到指定的 datastore：
change /first_vmdk_path to /new_first_vmdk_path
change /second_vmdk_path to /new_second_vmdk_path
change /nth_vmdk_path to /new_nth_vmdk_path

change network to new_network

为已还原 VM 指定新的网络。要指定多个网络，请输入以下信息：
change network to new_network, new_network(n)

change organization to
new_organization

指定 vCloud Director 组织作为还原目标。

change orgvdc to
new_organization_virtual_datacenter

指定 vCloud Director 组织中的虚拟数据中心作为还原目标。

change vcdserver to new_vcdserver

指定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作为还原目标。

change vcdvapp to new_vcdvapp

指定 vCloud Director vApp 作为还原目标。

change vcdvapptemplate to
new_vcdvapptemplate

指定 vCloud Director vApp 模板作为还原目标。

change vcdvmname to new_vcdvmname

为 vCloud Director 中的已还原 VM 指定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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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重命名文件指令

描述和说明

change vcdcatalog to new_vcdcatalog

指定 vCloud Director 目录库作为还原目标。

请参见第 273 页的“nbrestorevm 命令的故障排除日志”。

nbrestorevm 命令的故障排除日志
下列日志可能包含 nbrestorevm 的有用消息。
表 A-5

nbrestorevm 的日志及消息

日志目录

包含消息内容

Windows

还原操作（例如，其状态码为 主服务器
2820）。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rd

位于

Linux、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bprd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VMutil

还原操作（例如，其状态码为 恢复主机
2820）。

Linux、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bpVMutil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nbrestorevm

未正确使用 nbrestorevm 命令 运行 nbrestorevm
（例如，遗漏必需选项）。
的主机

Linux、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nbrestorevm

如果还原作业到达创建虚拟机的点，则作业的详细状态应当包含具体的错误消息。
vSphere 客户端会显示创建虚拟机的尝试并且显示相关的失败消息。

用于搜索虚拟机备份的查询格式和示例
nbdiscover 命令可以根据查询规则从主服务器搜索虚拟机备份。您需要手动编写查
询并用双引号括起来。
例如：搜索使用 vm1 作为其显示名称的虚拟机的备份：
nbdiscover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VMDisplayName Equal
'v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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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查询格式及示例

元素

描述

vmsearch:/

指定查询搜索虚拟机备份。

reqType

请求类型。支持以下请求类型：
■

搜索

■

指定查询用于搜索。需要查询规则
浏览
显示备份的虚拟机的层次结构。需要 viewType。

■

listFields

■

列出支持的字段名称及其属性。
listOps
列出字段支持的操作。需要 fieldName 选项。

viewType

指定层级视图的类型（vcloud 或 vsphere）。与“浏览”选项配合使用。
示例 - 显示 vCloud 的层次结构：
nbdiscover "vmsearch:/;reqType=browse;viewType=vcloud"
示例 - 显示 vSphere 的层次结构：
nbdiscover "vmsearch:/;reqType=browse;viewType=vsphere"

fieldName

指定将列出其所支持运算符的字段的名称。与 listOps 配合使用。
示例 - 列出 VMDisplayName 支持的运算符
nbdiscover "vmsearch:/;reqType=listOps;fieldName=VMDisplayName"

filter

查询规则。nbdiscover 根据规则搜索虚拟机备份。
示例：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ScheduleType
Equal '0'"

请参见下列带有示例输出的示例。
示例 1：搜索具有完全备份的虚拟机。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ScheduleType
Equal '0'"
+ "demovm%20(8c879391-2917-4416-9373-bea7ec727717)"
+ "smallvm2%20(10a16222-8532-46ff-bd6a-9661240392f4)"

示例 2：搜索显示名称包含 vm 的虚拟机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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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VMDisplayName Contains 'vm'"
+ "demovm%20(8c879791-2917-4428-9373-bea7ec727717)"
+ "small_vm%20(33e85579-7279-411f-b2f9-9fb570583911)"
+ "small_vm_percent_%25%20(33e85579-7279-411f-b2f9-9fb570583911)"

示例 3：搜索 vApp 名称包含 test 的 vCloud 虚拟机的备份。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 vCDvApp
Contains 'test'"
+ "demovm%20(8c879791-2917-4428-8213-bea7ec727717)"
+ "small_vm%20(61e83479-7246-411f-b1f9-9fb570546755)"
+ "small_vm_percent_%25%20(61e83479-7246-411f-b1f9-9fb570546755)"

示例 4：搜索在 2012 年 8 月 24 日上午 11:05:56 前发生的虚拟机备份。指定 UTC
格式的备份时间。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BackupTime
Less '1345871512'"
+ "demovm%20(8c846791-2917-4428-9373-bea7ec727437)"
+ "small_vm%20(22e85813-7246-433f-b2f9-9fb570585387)"
+ "small_vm_percent_%25%20(22e85579-7246-433f-b2f9-9fb570585387)"

示例 5：搜索其中 vCloud 组织名为 QA 中且 vApp 名称包含 demo 的虚拟机的备
份。
nbdiscover -noxmloutput "vmsearch:/;reqType=search?filter=vCDOrg
Equal 'QA' AND vCDvApp Contains 'demo'"
+ "demovm%20(8c879791-2917-4428-9373-bea7ec727717)"

示例 6：显示 vCloud 环境的层次结构。输出采用 XML 格式。
nbdiscover "vmsearch:/;reqType=browse;viewType=vcloud"
<Start Iteration="vmsearch:/;reqType=browse;viewType=vcloud">
<VCDSERVER>
<NBU>
<NAME>hypervm1.acme.com</NAME>
</NBU>
<VCDORG>
<NBU>
<NAME>Test Cloud</NAME>
</NBU>
<VCDORG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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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U>
<NAME>Test Org</NAME>
</NBU>
<VCDVAPP>
<NBU>
<NAME>TestvApp</NAME>
</NBU>
</VCDVAPP>
</VCDORGVDC>
</VCDORG>
</VCDSERVER>
<StatusMsg NBUStatus="0" Severity="0"></StatusMsg>
</START>

此搜索找到了以下内容：
■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hypervm1.acme.com

■

一个组织：Test Cloud

■

一个虚拟 DataCenter：Test Org

■

一个 vApp：TestvApp

允许其他服务器或客户端还原虚拟机
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以允许 nbrestorevm 从另一台主机（例如其他服务器、客
户端或虚拟机）运行。启用的主机可以使用 nbrestorevm 来还原虚拟机。必须将主
机配置为执行备份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对等项。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配置对等项：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双击主服务器
>“服务器”。在“附加服务器”选项卡上添加对等项。

■

在下列位置添加一个空 peer_name 文件：
UNIX、Linux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peer_name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peer_name

该文件的名称是将授予还原权限的服务器或客户端的名称。
有关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有关允许客户端执行重定
向还原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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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为 Windows 上的 NFS 配
置服务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针对粒度恢复技术 (GRT) 安装和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

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

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2008 R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

禁用 NFS 服务器 (NetBackup for VMware)

■

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NetBackup for VMware)

■

关于在 Windows 2003 R2 SP2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上
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

配置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备份或还原主机以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NetBackup for VMware)

■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 (NetBackup for VMware)

关于针对粒度恢复技术 (GRT) 安装和配置网络文件系
统 (NFS)
NetBackup 粒度恢复利用网络文件系统或 NFS 从数据库备份映像中读取单个对象。
具体来说，即 NetBackup 客户端使用 NFS 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映像
中提取数据。NetBackup 客户端使用 NFS 客户端装入和访问连接到 NetBackup 介
质服务器的映射驱动器。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通过 NBFSD 处理客户端的 I/O 请
求。

为 Windows 上的 NFS 配置服务
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NBFSD 是在介质服务器上运行的 NetBackup 文件系统 (NBFS) 服务。NBFSD 通
过安全连接使 NetBackup 备份映像显示为 NetBackup 客户端的文件系统文件夹。

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要对虚拟机进行即时恢复，必须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表 B-1

在 Windows 2012 环境中配置 NFS

操作

描述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FS。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

停止并禁用 ONC/RPC Portmapper 服务（如果存在）。

■

启用 NFS。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29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NetBackup for VMware)”。
将 portmap 服务配置为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自动启动。
在命令提示符下发出以下命令：
sc config portmap start= auto

■

■

此命令应返回状态 [SC] ChangeServiceConfig SUCCESS。
在还原主机上配置
NFS。

在还原主机上执行以下操作：
■

■

启用 NFS。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在 Windows 2012 还原主机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29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NetBackup for VMware)”。

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要使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执行 VM 即时恢复，必须启用网络文件系统服
务。完成此配置后，您可以禁用所有不必要的 NF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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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从“管理”菜单中，单击“添加角色和功能”。

3

在“添加角色和功能”向导的“开始之前”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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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

5

单击“下一步”。

6

在“服务器选择”页面上，单击“从服务器池中选择服务器”并选择该服务
器。单击“下一步”。

7

在“服务器角色”页面上，展开“文件和存储服务”和“文件和 iSCSI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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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次单击“文件服务器”和“NFS 服务器”。出现提示时，请单击“添加功
能”。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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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介质服务器同时是还原主机，请在“功能”页面上，单击“NFS 客户端”。
单击“下一步”。

10 在“确认”页面上，单击“安装”。
11 按如下说明禁用所有不必要的服务：
■

如果您将一台主机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则可以禁用 NFS 服务
器。

■

对于仅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您可以禁用 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

12 确保 portmap 服务已启动，其启动模式已设置为“自动”。

在 Windows 2012 还原主机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要使用 Windows 还原主机执行 VM 即时恢复，必须启用网络文件系统服务。完成
此配置后，您可以禁用所有不必要的 NF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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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12 还原主机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从“管理”菜单中，单击“添加角色和功能”。

3

在“添加角色和功能”向导的“开始之前”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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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

5

单击“下一步”。

6

在“服务器选择”页面上，单击“从服务器池中选择服务器”并选择该服务
器。单击“下一步”。

7

在“服务器角色”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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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功能”页面上，单击“NFS 客户端”。单击“下一步”。

9

在“确认”页面上，单击“安装”。

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2008 R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要对虚拟机进行即时恢复，必须在 还原主机和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网络文
件系统 (NFS) 服务。
注意：在介质服务器或还原主机上配置 NFS 之前，请先查找 ONC/RPC Portmapper
服务。如果存在此服务，请停止并禁用该服务。否则，配置 NFS Services for
Windows 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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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在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环境中配置 NFS

操作

描述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FS。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

停止并禁用 ONC/RPC Portmapper 服务。

■

使用 Windows 服务器管理器启用 NFS。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在 Windows 2008 或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29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NetBackup for VMware)”。
停止 NFS 服务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NetBackup for VMware)”。

■

■

注意：如果介质服务器同时是还原主机，请不要禁用 NFS 客户端。
■

将 portmap 服务配置为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自动启动。在命令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
sc config portmap start= auto
此命令应返回状态 [SC] ChangeServiceConfig SUCCESS。

在还原主机上配置
NFS。

在还原主机上执行以下操作：
■

■

启用 NFS。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在 Windows 2008 或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29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NetBackup for VMware)”。

在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 可从以下位置获取此修补程序：
客户端的修补程序。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55012

注意：重要的 Windows Vista 修补程序和 Windows Server 2008 修补程序包括在相同的软
件包中。不过，修补程序请求页面仅列出了 Windows Vista。要请求适用于任一操作系统的
修补程序软件包，请选择该页面中 Windows Vista 下列出的修补程序。请务必参考文章中的
Applies To 部分来确定每个修补程序所适用的实际操作系统。

在 Windows 2008 或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要使用 Windows 还原主机执行 VM 即时恢复，必须启用网络文件系统服务。在介
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上完成此配置后，可以禁用所有不必要的 NFS 服务。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2008 R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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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在左窗格中，单击“角色”，在右窗格中，单击“添加角色”。

3

在“添加角色向导”的“开始之前”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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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服务器角色”页面的“角色”下，选中“文件服务”复选框。

5

单击“下一步”。

6

在“文件服务”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7

在“选择角色服务”页面上，取消选中“文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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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中“网络文件系统服务”。

9

单击“下一步”完成向导。

10 对于配置中的每台主机，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您将一台主机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则可以禁用 NFS 服务
器。

■

对于仅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您可以禁用 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
注意：确保 portmap 服务已启动，其启动模式已设置为“自动”。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2008 R2 上配置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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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仅用作还原主机的主机，您可以禁用 NFS 服务器。

禁用 NFS 服务器 (NetBackup for VMware)
禁用 NFS 服务器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在左窗格中，展开“配置”。

3

单击“服务”。

4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服务器”并单击“停止”。

5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服务器”并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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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NFS 服务器属性”对话框的“启动类型”列表中，单击“已禁用”。

7

单击“确定”。

8

对每个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执行此过程。

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NetBackup for
VMware)
在仅作为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服务 (NFS) 之后，禁
用 NFS 客户端。
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在左窗格中，展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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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服务”。

4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客户端”并单击“停止”。

5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客户端”并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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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NFS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的“启动类型”列表中，单击“已禁用”。

7

单击“确定”。

关于在 Windows 2003 R2 SP2 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注意：NetBackup 不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 与 Windows Server 2003 R1 或更早
版本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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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操作

在 Windows 2003 R2 SP2 环境中配置 NFS

描述

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器上安装必要的 NFS
■ 停止并禁用 ONC/RPC Portmapper 服务。
组件。
■ 安装下列 NFS 组件：
■ RPC 外部数据表示
■
■

■
■

RPC 端口映射器

如果介质服务器同时是还原主机，请安装以下组件：
■ NFS 客户端
Microsoft NFS 服务管理

将 portmap 服务配置为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自动启动。
在命令提示符下发出以下命令：
sc config portmap start= auto
此命令应返回状态 [SC] ChangeServiceConfig SUCCESS。

请参见第 295 页的表 B-4。
请参见第 295 页的“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FS 服务客户端。

根据主机的配置，验证是否正确配置了 NFS 客户端：
■

对于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的一台主机，请确保 NFS 客户端处于运行状态。

■

对于仅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可以停止并禁用 NFS 客户端。

在还原主机上安装必要 ■
的 NFS 组件。

■

在还原主机上安装以下 NFS 组件：
■ RPC 外部数据表示
■

RPC 端口映射器

■

NFS 客户端

■

Microsoft NFS 服务管理

安装完成后，请确保 NFS 服务客户端正在运行。
请参见第 295 页的表 B-4。
请参见第 295 页的“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上的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在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 修补程序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55012 适用于 2008 和 2003 R2。
客户端的修补程序。
可从以下位置获取此修补程序：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4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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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Windows 2003 R2 SP2 必需的 NFS 组件

NFS 组件

还原主机

NFS 客户端

x

Microsoft NFS 服务管理

x

RPC 外部数据表示

x

RPC 端口映射器

NetBackup 介质服
务器

x
x

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FS 服务

1

单击“开始”>“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

2

单击“添加或删除 Windows 组件”。

3

选中“其他网络文件和打印服务”并单击“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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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VMware)

4

选中 Microsoft Service for NFS 并单击“详细信息”。

5

安装适用于您的配置的组件。
■

■

如果主机只是一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请选中以下组件：
■

RPC 外部数据表示

■

RPC 端口映射器

如果您将一台主机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请选中以下组件：
■

NFS 客户端

■

Microsoft NFS 服务管理

■

RPC 外部数据表示

■

RPC 端口映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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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服务器
和客户端
仅介质服
务器

6

单击“确定”。

7

单击“确定”。

8

单击“下一步”完成“Windows 组件向导”。

9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控制面板”中的“服务”。

10 请根据主机的配置验证 NFS 客户端是处于运行状态，还是已停止并禁用：
■

对于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还原主机的主机，请确保 NFS 客户端处于运行
状态。

■

对于仅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可以停止并禁用 NFS 客户端。

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上的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此主题介绍了如何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上的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仅独立还
原主机需要 NFS。如果还原主机也是介质服务器，则必须执行其他过程。
请参见第 295 页的“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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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上的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 服务

1

单击“开始”>“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

2

单击“添加或删除 Windows 组件”。

3

选中“其他网络文件和打印服务”并单击“详细信息”。

298

为 Windows 上的 NFS 配置服务
关于在 Windows 2003 R2 SP2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4

选中 Microsoft Service for NFS 并单击“详细信息”。

5

选中以下组件：
■

NFS 客户端

■

Microsoft NFS 服务管理

■

RPC 外部数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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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7

单击“确定”。

8

单击“下一步”完成“Windows 组件向导”。

9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控制面板”中的“服务”。

10 确保 NFS 客户端服务正在运行。

配置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备份或还原主机
以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NetBackup for VMware)
对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和还原，如果您使用的是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还原主机，请执行以下配置：
■

确认已将介质服务器安装到支持粒度恢复的平台上。请参见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and Server OS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7.x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列表》）：
www.veritas.com/docs/TECH59978
对于 UNIX 介质服务器，不再需要其他配置。

■

在还原主机上启用或安装 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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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82 页的“在 Windows 2012 还原主机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在 Windows 2008 或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
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在 Windows 2003 R2 SP2 上的还原主机上安装 NFS 服务
(NetBackup for VMware)”。
■

您可以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 (NetBackup for
VMware)
NBFSD 在端口 7394 上运行。如果另一个服务使用了组织中的标准 NBFSD 端口，则

可以为本服务配置另一个端口。以下过程介绍如何配置 NetBackup 服务器以使用默
认端口以外的其他网络端口。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Windows 服务器）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安装了 NetBackup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

2

打开 Regedit。

3

打开以下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CurrentVersion\Config

4

创建名为 FSE_PORT 的新 DWORD 值。

5

右键单击该新值，然后单击“修改”。

6

在“值数据”框中，提供一个 1 至 65535 之间的端口号。

7

单击“确定”。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UNIX 服务器）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安装了 NetBackup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

2

打开 bp.conf 文件。

3

添加以下条目，其中 XXXX 是一个 1 至 65535 之间的端口号（整数）。
FSE_PORT = XXXX

请参见第 300 页的“配置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备份或还原主机以使用粒度
恢复技术 (NetBackup for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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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
使用选项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

■

虚拟机发现对 vCenter 的影响

关于“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
NetBackup 的“测试查询”屏幕列出了 NetBackup 在您的虚拟环境中发现的虚拟
机。由于自动选择功能是动态的，在环境中发生的后续更改可能会影响到哪些虚拟
机与查询规则匹配。例如：如果稍后添加了虚拟机，则当前测试结果可能与运行备
份时选择的虚拟机不同。
在为“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指定的时间段内，NetBackup 会重复将当前
的虚拟机列表用作备份列表。它不查阅查询生成器，也不重新发现虚拟机。
虚拟机环境发生更改的次数越少，重复将虚拟机列表用于备份的优势就越大。在大
型环境中，发现虚拟机将需要很长时间并占用 vCenter Server 的资源。
关于“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请注意以下几点：
■

确定重复使用查询结果的时间长度（即，刷新已发现虚拟机列表的频率）。

■

控制 NetBackup 对 vCenter Server 执行发现的频率。
对于包含许多虚拟机的环境，发现过程可能会增加 vCenter Server 的负载。

■

对 NetBackup 策略执行日程表没有影响。

■

如果更改了查询规则，或者更改了影响发现的策略属性，则此选项将失效。在
这种情况下，下次运行该策略时 NetBackup 将重新发现虚拟机。
以下主题介绍了影响发现的策略属性：

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
虚拟机发现对 vCenter 的影响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主 VM 标识符”参数对测试查询结果中的“选择”列的影响”。
例如：假定“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设置为 8 小时，并且您的查询选
择已启动的虚拟机。 如果在该 8 小时的时间段内启动其他虚拟机，则不会将这些虚
拟机添加到策略的备份列表中。 策略会备份最后添加到列表中的虚拟机（例如，在
创建策略时）。8 小时后，在下一次执行策略时，会发现最近启动的虚拟机并将其
添加到备份列表中。
如果在“重复使用”期限到期之前执行了第二次备份，并且虚拟机在“重复使用”
期间重新命名，则 NetBackup 会在虚拟机的原始名称下备份重命名的虚拟机。由于
重新使用期限尚未到期，NetBackup 不会重新发现虚拟机，因此 NetBackup 无法
按虚拟机的新名称来标识虚拟机。（NetBackup 通过虚拟机的实例 UUID 来标识虚
拟机。）要以新名称备份虚拟机，“重复使用”期限应设置为更短的间隔。
注意： 选择进行备份的虚拟机将不会显示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中。要查看
NetBackup 已选择并备份哪些虚拟机，请参考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活动监视器监视虚拟机备份”。
请参见第 123 页的“使用 OpsCenter 报告虚拟机备份”。

虚拟机发现对 vCenter 的影响
在除最大型环境外的所有环境中，可能最好设置“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
选项以便发现发生的频率更高。
如果虚拟机配置发生更改（例如添加、删除或移动 vmdk 文件），可能需要将“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设置为 0。设置为 0 时，NetBackup 可以在每次策略
运行时重新发现虚拟机及其配置。
注意： 如果重新配置了 vmdk 文件，但在下次备份运行时未重新发现，则 NetBackup
不知道 vmdk 更改。 它尝试备份先前配置中的虚拟机。 因而得到不正确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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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原始设备 (RDM)
的备份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Mware 原始设备映射 (RDM)

■

备份 RDM 的配置

■

关于 RDM 的备用客户端备份

■

RDM 备用客户端备份的要求

■

配置 RDM 的备用客户端备份

关于 VMware 原始设备映射 (RDM)
VMware 原始设备映射模式 (RDM) 使虚拟机可以直接访问原始物理磁盘。通过原始
设备映射，VMware 虚拟机可以使用大型存储设备，如磁盘阵列。访问 RDM 磁盘
上的数据比访问完全虚拟化磁盘（vmdk 文件）要快。RDM 磁盘可以从本地挂接到
ESX server，也可以在光纤通道 SAN 上配置。
NetBackup 支持在虚拟机上配置为 RDM 的磁盘阵列。
注意：NetBackup 无法通过 VMware 备份主机备份 RDM。
有关适用于 VMware RDM 的 NetBackup 支持的说明和限制，请参见以下 Veritas
技术说明：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7089

VMware 原始设备 (RDM) 的备份
备份 RDM 的配置

备份 RDM 的配置
可以使用以下 NetBackup 配置之一来备份作为 RDM 的磁盘阵列：
■

无 Snapshot Client：在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来备份虚拟机以及所有 RDM，就像在物理主机上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一
样。如果虚拟机上没有 Snapshot Client 软件，则 Snapshot Client 的功能将不
可用。（本 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中未讨论此配置。）

■

有 Snapshot Client：在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和 Snapshot Client 软
件。 配置备用客户端备份。

关于 RDM 的备用客户端备份
RDM 的备用客户端备份包括：
■

RDM 磁盘阵列包含要备份的数据。另一台包含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和
Snapshot Client 软件的主机必须能够访问磁盘阵列。此主机是备用客户端。在
此配置中，虚拟机称为主客户端。

■

数据快照在磁盘阵列上创建，并装入到备用客户端上。备用客户端使用原始路
径名基于快照创建一个备份映像，并将映像以数据流的形式发送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备用客户端处理备份 I/O 处理；备份对虚拟机的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介质
服务器从备用客户端读取快照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写入存储。

■

虚拟机和备用客户端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卷管理器和文件系统。对于每
个 I/O 系统组件，备用客户端必须具有和主客户端相同的版本级别或比之更高。
有关备用客户端备份的完整要求，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
南》中的策略配置章节。

RDM 备用客户端备份的要求
要使用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备份 RDM，请注意以下几点：
■

必须在物理兼容性模式下配置 RDM 设备。创建 RDM 时选择此模式。NetBackup
中不配置物理兼容性模式。
有关 RDM 的介绍，请参见 VMware 文档。例如，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档：
《ESX Server 3 配置指南》

■

根据来宾操作系统和阵列的不同，NetBackup 可能需要特定的操作系统和阵列
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磁盘
阵列章节。

■

虚拟机上必须装有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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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for VMware 功能（备份主机和 VMware 快照方法）的要求不适用于
RDM 磁盘阵列的备份。要备份 RDM 磁盘阵列，必须配置 Snapshot Client 备用
客户端备份。

配置 RDM 的备用客户端备份
对于配置为 RDM 的磁盘阵列，此过程重点介绍了创建其 NetBackup 备用客户端备
份时的要点。有关磁盘阵列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为配置为 RDM 的磁盘阵列创建备用客户端策略

1

选择适合于虚拟机操作系统和要备份的数据类型的策略类型。
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中的策略配置章节。

2

在管理控制台中的策略“属性”选项卡上，单击“执行快照备份”和“执行脱
离主机备份”。
以下是“属性”选项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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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使用”下拉列表中选择“备用客户端”。请不要选择“VMware 备份主
机”。
在“计算机”字段中，输入配置为脱离主机备份计算机（备用客户端）的主机
名称。

4

单击“选项”。

5

选择快照方法。
VMware 方法不适用于备用客户端备份，列表中不显示。
选择适合于卷或阵列的快照方法。例如：
■

HP_EVA_Snapclone 方法或用于 HP EVA 阵列的其他 EVA 方法。

■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或用于 EMC CLARiiON 阵列的其他
CLARiiON 方法。

■

FlashSnap。
对于 FlashSnap，必须安装以下软件：VxVM 3.2 for UNIX 或更高版本，
VxVM 4.0 for Linux、VxVM 4.0 for AIX 或更高版本，或者 VxVM 3.1 for
Windows 或更高版本。而且，必须在主要主机的磁盘上配置卷。同时，还
必须安装 VxVM FlashSnap 许可证。

■

VSS（仅适用于 Windows 来宾操作系统）。

阵列可能需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磁盘阵列章节中所述
的其他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 配置。该指南还包含有关快照方法的更多详细信
息。

6

如果您在上一步中所选的阵列快照方法要求，则请指定“快照资源”。

7

在策略的“客户端”列表中，选择已在其上将阵列配置为 RDM 的虚拟机。

8

在策略的“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要备份的磁盘，或驻留在磁盘上的文件
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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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Linux 虚拟机的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要求

■

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配置选项

■

SYMCquiesce 日志记录和故障排除

关于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使 NetBackup 可以静默 Linux 文件系统。如果没有此实用
程序，则在创建快照时，NetBackup 无法保证将所有必需的数据刷新到磁盘中。未
刷新到磁盘中（仍在内存中）的所有数据将不会包含在快照中。 在这种情况下，快
照中捕获的数据将是不完整的。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可以静默 Linux 文件系统，这可以保证将所有数据从内存
刷新到磁盘中。通过静默文件系统可以让所有未完成的数据更改在创建快照之前完
成。因此，快照中的数据将是完整的。
有关 NetBackup 对 VMware 的支持的更新内容，请参考以下 Veritas 文档：
■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and Server OS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Server 操作系统软件兼容性列表），可从以
下位置获取：
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表

■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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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27089
注意： Windows 虚拟机不需要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要求
注意有关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以下要求：
■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支持以下 Linux 操作系统：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4 至 6.x 版本。
注意：SYMCquiesce 实用程序不支持 RHEL 7.x 和更高版本。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Update 1 以及 11.x 的其他更新。
注意：SYMCquiesce 实用程序不支持 SLES 12.x 和更高版本。

■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支持 ext3 和 ext4 文件系统以及 LVM2 卷管理器。

■

虚拟机中必须装有 VMware Tools。

■

备份期间，VMware Tools 服务必须正在运行。

■

NetBackup“虚拟机静默”参数必须已启用。此选项位于 VMware 选项卡的
NetBackup 策略中的“高级”之下。

■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必须安装在虚拟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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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
在 Linux 虚拟机中安装 SYMCquiesce

1

确保 VMware Tools 已安装，并且 VMware Tools 服务正在虚拟机中运行。
在虚拟机上，按如下所示运行 ps 命令：
ps -e | grep vmtoolsd

如果 VMware Tools 正在运行，该命令将返回类似如下的内容：
3068 ? 00:00:00 vmtoolsd

有关安装 VMware Tools 的帮助，请参考您的 VMware 文档。

2

将 SYMCquiesce ISO 映像复制到虚拟机的 ESX DataStore 中。
在适用于 Windows（主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已安装 NetBackup 软件包中，ISO
映像位于以下文件夹中：
\NetBackup\bin\goodies\vmware-quiesce

3

在虚拟机上，将 SYMCquiesce ISO 作为 CD-ROM 设备进行接挂。
来宾操作系统应该会自动装入 CD-ROM。

4

通过装入的 CD-ROM 安装适合于虚拟机平台的 SYMCquiesce rpm 版本。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将安装在 /opt/SYMCquiesce/ 中。

5

在虚拟机的 NetBackup 策略中，确保启用了“虚拟机静默”参数。
必须选择 VMware 作为策略类型。然后，在策略的 VMware 选项卡上，单击
“高级”。
如果未启用“虚拟机静默”参数，则创建快照之前，NetBackup 无法静默文件
系统。因此，在快照中捕获的数据可能不完整。
请参见第 60 页的““VMware - 高级属性”对话框”。

请参见第 50 页的“通过“策略”实用程序配置 VMware 策略”。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的配置选项
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包括一个含有下列选项的配置文件
(/opt/SYMCquiesce/config)。默认情况下，这些选项已在行首使用 # 字符注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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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配置选项

SYMCquiesce 配置选项
描述

fail_snapshot_on_failure=true/false 默认情况下禁用该选项。即使虚拟机中的某个卷静默失败，快照也不会失
败。启用此选项可以在静默失败时使快照作业和备份作业失败。
timeout=timeout value in
seconds

默认情况下禁用该选项。创建快照期间，SYMCquiesce 实用程序将虚拟机
的卷冻结三秒。启用此选项可以更改超时期限。
如果 ESX Server 上的虚拟机快照未在 3 秒时段内完成，则您可能需要更改
此超时。

例如：
#fail_snapshot_on_failure=true
timeout=20

在此示例中，fail_snapshot_on_failure 选项已注释掉（已禁用），并且超时已
设置为 20 秒。

SYMCquiesce 日志记录和故障排除
SYMCquiesce 日志指示 Linux 虚拟机卷的静默是否成功。SYMCquiesce 日志将写
入 /opt/SYMCquiesce/logs。默认情况下启用日志记录（无需执行配置步骤），且
无法禁用它。
日志文件名的格式为 mmddyy.log。在运行备份时，如果尚无该日期的日志，则会
创建一个新日志。例如，在 2010 年 10 月 22 日运行的备份会创建一个名为
102210.log 的日志。
SYMCquiesce 日志中的示例：
Stats - Thu Oct 28 18:51:58 2010
Freeze of volume [/] returned status [0]
Thaw of volume [/] returned status [0]
Freeze of volume [/boot] returned status [0]
Thaw of volume [/boot] returned status [0]

其中：
Stats：显示静默卷时日志条目的时间。
status [0]：没有错误。冻结（或解冻）已成功完成。
status [-1]：出错。冻结操作或解冻操作未成功完成。

如果冻结（和解冻）成功完成，卷也会成功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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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点：
■

您可以在 /opt/SYMCquiesce/config 文件中将日志与 fail_snapshot_on_failure
选项一起使用。如果该选项已启用但快照失败，请查阅 SYMCquiesce 日志，以
了解哪个卷的静默失败。

■

如果虚拟机同时具有 ext2 和 ext3 卷（或 ext2 和 ext4），并且
fail_snapshot_on_failure 选项已启用，则快照将会失败。ext2 文件系统不
支持静默。必须禁用 fail_snapshot_on_failure 选项才能成功创建卷的快照。
但请注意，ext2 卷不可静默：未刷新到磁盘中的所有数据变更将不会包含在快
照中。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Linux 上的 NetBackup.lost+found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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